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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冯瑶）如何打造一家有温度的
医院？如何让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感受到温
暖？答案很简单，打造人文医院从礼仪开
始。6月6日，市妇幼保健院举办医护礼仪
与服务效能提升培训班。院领导班子成员和
各科室代表参加培训。此次培训采用视频播
放的形式，大家齐聚一堂，聆听国际注册高
级礼仪培训师邢岩带来的以“礼送关爱，心
创口碑”为主题的医护礼仪与服务效能提升
视频课程。

提升医学人文素养是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的需要，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医患关
系、构建和谐医院的需要，是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促进医院科学发展的需要。此次
课程主要针对医务人员服务意识、职业形象
塑造、医患沟通以及服务接待规范等方面进
行培训，通过提升医务人员服务素质，进而
提升医院整体竞争力。

通过此次培训，让全体参训人员在轻松
愉悦的环境中，学到了很多现代服务礼仪知
识。良好的医护礼仪教学，为市妇幼保健院
医护人员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营造完美、健康
向上的医疗护理人文环境基础，更好地提升
了医院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将加快医院高速
前进的步伐。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加强服务礼仪等方面的学习，规范自
身言行，构建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为医
院人文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本 报 讯 （徐婷玉 张颖
文/图） 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
务能力，巩固“人民至高无
上，患者是我亲友”活动成
果，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
召开“奉人民为上，视群众为
友，与健康同行”动员大会。
会上，宣读了《市一院“奉
人民为上，视群众为友，与
健康同行”专项实施活动方
案》。

会议要求，要不断提高
政治站位，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意识，确保“奉人民为上，
视群众为友，与健康同行”
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活动同向同行。要结合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主题活
动，进一步细化服务指标，

明确服务承诺，大力转变
政风行风，优化卫生健康
服务环境，让群众办事更
顺 畅 ， 让 百 姓 看 病 更 便
捷，为健康瓷都建设注入不
竭动力。

此次市一院“奉人民为
上，视群众为友，与健康同

行”专项活动，将从科学建
立预约诊疗制度、完善远程
医疗制度、推进探视管理制
度、提高护理服务质量等多
个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医院
医疗服务质量，推动人民群
众在卫生健康中获得感不断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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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人民为上 视群众为友 与健康同行
市一院召开专题动员大会

“看到你们来了，我们的心里就踏
实多了！”8日上午，被洪水围困了一整
夜之后，村民刘志军见到了满身泥泞的
消防救援队员，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

7日以来，江西省永新县普降大暴
雨，局部地区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多个
乡镇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村民刘志军所
在的高桥楼镇杉溪村受灾最为严重，不
仅电力和通讯中断，就连进村的道路和
桥梁都被山洪冲毁，村子成了与外界隔
绝的一座孤岛，300余名村民被洪水围
困。

“暴雨一直下个不停，因为村子地
处山区，山洪一下就冲了下来，把我家
前面的路全部淹掉了。”刘志军告诉记
者，持续的暴雨还引发了山体滑坡和泥
石流，村里的大部分农田都被淹了，大
量的泥沙和腐木堆积在田里，还有部分
房屋也被冲毁，“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

的人进不来，我们只能是干着急。”
灾情紧急，为了尽快转移被困群

众，永新县委县政府连夜召开防汛工作
调度会，研究部署救援方案，来自吉安
市和永新县的救援队员临时组成突击
队，连夜从被困村庄的另一侧山脚出
发，跋山涉水进入灾区，用肩扛手提的
方式将矿泉水、饼干等物资送到灾区群
众手中，并协助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8日下午4时，记者来到永新县高
桥楼镇采访时，正好遇见结束救援工作
的消防队员在救援现场原地休整、用
餐。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了近十个小时，
直到最后一批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才顾
得上吃几口盒饭。

永新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指导员
张玮是第一批进入杉溪村的救援人员，
他告诉记者，救援队凌晨4点从另一个
乡镇的山脚出发，翻越了3座大山，耗时
近4个小时才进入杉溪村，沿途中多个

路段被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淤积的泥土
挡住了去路，“灾情就是命令，哪怕是翻
山越岭，也要把人救出来！”张玮告诉记
者。

记者从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
解到，6日至8日，江西多地遭遇强降雨
袭击，截至8日11时，风雹洪涝灾害已造
成江西6个设区市23个县（市、区）51.4
万人受灾。面对洪涝灾情，江西各地迅
速进入临战状态，抗洪救灾工作紧张有
序展开。

6月7日下午，吉安市蓝天救援队
副队长刘光华接到群众救援请求，吉安
县天河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救
援队伍立即赶赴现场，却在离救援点还
剩4公里远的地方发现，前方多处道路
被淹，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被困
区域停水停电，多名群众被困屋内，无
法直接营救。

为了尽快营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

员分批坐上铲车到达指定地点，然后徒
步一公里进入被洪水围困区域，挨家挨
户进行搜救。随着天色已晚，天空还下
着大雨，有部分居民家周边已是一片汪
洋，救援人员用安全牵引绳拉起了一条

“生命线”，将被困人员陆续转移。
在上饶市玉山县冰溪街道殿口村，

3个村小组的200多名群众被大水围困
在民房里，从各条战线抽调的应急救援
队伍带着4艘救援船火速奔赴救灾现
场，他们克服水情不明、地形复杂的困
难，用手抱、用肩背、用船运，成为被困
群众最坚实的依靠。

“县乡村三级干部和消防、武警、医
护人员都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各项
组织工作井然有序，下一步要把这些灾
民安置好，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同时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永新县委书记肖
兵说。

（新华社南昌6月9日电）

“哪怕翻山越岭，也要把人救出来！”
——来自江西部分灾区的抗洪救援见闻

新华社记者 范帆

古窑民俗博览区捷报频传硕果累累“爆发效应”迅猛发展
本报记者 吴怡玲

景德镇历代窑炉营造图纸捐赠仪式、督陶官唐英
铜像揭幕仪式、景德镇清代小镇窑复烧点火仪式……
在6月8日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景德镇古窑民
俗博览区精心烹制的三道“硬菜”亮点纷呈。

8日上午9点，景德镇市古窑民俗旅游有限公司、
景德镇窑炉学会正式将包括宋代龙窑、元代馒头窑、明
代葫芦窑、清代狮子窑、清代小镇窑等历代窑炉营造图
纸，历次瓷窑复烧的相关资料和《景德镇古窑》季刊全
部捐赠给了景德镇市档案馆。国家文博研究员、景德
镇古窑文化研究院院长周荣林发表讲话。他说，11年
来，古窑景区复建复烧了12座柴烧瓷窑和2座明炉、暗
炉，实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和

“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的生产性有效保护和
传承。这批图纸及相关资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高度
的科学性和完整的系统性，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档案
价值。景德镇市档案馆馆长宋汪龙对古窑和窑炉学会
的无私奉献表达了感谢。他表示，让这些图纸、资料代
表的历史进入档案留存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继续发
挥历史档案的社会作用。

随后，唐英纪念馆举行了清代督陶官唐英铜像揭
幕仪式。唐英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是
明清御窑督陶官中最杰出的代表。在景德镇御窑厂管
理陶务二十余年，“唐窑”成就辉煌，达到中国古代制瓷
业的高峰。集思广益塑伟像，文化传承铸瓷魂。唐英
铜像主题为“奉旨督陶”，是“唐英纪念馆”陈列重要的
组成部分，铜像的落成有助于深入学习研究唐英，提炼
唐英精神内涵、个性特征，表现中国陶瓷精神。负责人

介绍说，唐英铜像必定会成为瓷都景德镇著名的历史
文化标志，并且唐英纪念馆将于今年10月份中国景德
镇国际陶瓷博览会期间隆重开馆。

紧接着，景德镇清代小镇窑复烧点火仪式在景德
镇逸品天合陶瓷有限公司举行。众位嘉宾在太平窑接
火，共同复烧小镇窑。景德镇清代镇窑是中国传统柴
烧瓷窑的最高代表，“镇窑”作为不可移动文物，是珍贵
的物质文化遗产，与之相关的营造技艺和烧成技艺，也
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逸品天合陶瓷有限
公司复建复烧“景德镇小镇窑”，是把这段窑炉历史再
现，更好地体现弘扬陶瓷文化、铸造民族品牌的企业精
神。同时，让企业融合传统陶瓷文化的元素，实现景德
镇传统陶瓷文化和现代陶瓷制作的深度融合，让文化
遗产“活”起来，使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及发展
提高到一个新层次。

6月8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
《中国旅游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隆重发布全国非
遗与旅游融合十大优秀案例，古窑项目成功入选。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文旅相融，古窑新生。为传
承展现国宝非遗，景德镇古窑恢复传统制瓷作坊与红
店，复建复烧历代瓷窑，使景德镇古窑景区重新焕发生
机与活力，成为代表千年瓷都的一张瑰丽名片。

在推动非遗和旅游融合的过程中，古窑让千年瓷都
的历代窑炉文化惊喜再现。11座不同时期的典型瓷窑
的复烧探索告诉人们，文化的延续抑或消失，不只是自
然选择的结果，在新时代、新需求的支撑下，完全可以呈
现出不同的面貌。

古窑景区依赖强大的研究团队，实现了高水平的文

旅深度融合。古窑专门成立了历代瓷窑复烧领导小组
和专家顾问团，成立了景德镇古窑文化研究院、景德镇
古柴窑研究保护中心，为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提供了坚
实的保障。

古窑紧紧围绕着传承传统手工制瓷技艺和瓷窑作
坊营造技艺的宗旨，聚集了200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这种具有原生基础的集群式非遗传承模式值得高
度关注和肯定。

古窑在非遗传承中，一方面，为非遗寻找传承人，以
这种技艺性的传承来延续非遗的绵延生机；另一方面，
高度重视研学旅游发展，以社会化认知来推动社会化传
承，让非遗的绵延生机有了强大的市场需求支撑，从而
让非遗的传承与旅游的利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古窑文旅深度融合，跻身全国十大案例

2018年江西5A景区、重点景区游客满意度出炉，古窑喜获“双一”

近日，在2019江西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旅游推介会
上，江西省旅游规划研究院发布的《江西旅游蓝皮书
（2018）》显示，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以95.8分的高分
获得2018年全省11个5A景区游客满意度第一，2018年
度江西省重点景区满意度第一。同时，景德镇市古窑民
俗旅游有限公司获评2018年全省优秀旅游企业。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国家5A级
旅游景区、江西省第一家坐落于城市中心的国家5A级
旅游景区，一直“以游客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整
个古窑5A景区的精髓，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
硬件建设上，古窑景区“以瓷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景
区项目建设的始末，在保持与景区自然景观相融合的
基础上，紧紧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人文历

史，坚持走“保护性、生态化”之路，使各个项目与
环境相协调、与文化相融合。“一路一品、一处一景、
常绿为主、花草点缀”的景区绿化新景观，窑亦瓷艺
术大门、访窑古道、古窑柴路、游客服务中心配套
房，规范的中英文标识牌、便捷的无障碍通道、整洁
美观的旅游公厕等，无不体现出对游客无微不至的关
爱。在新景点大增、各种硬件设施全面更新的同时，
古窑更是将景区服务提升到了星级水平，让游客真切
感受到5A级景区的“软实力”。

据悉，此次排名景区游客最满意的因素是“风景优
美”，其次是“取票方便”，“景区环境”、“景区服务”、“游
玩体验”、“空气质量”、“教育意义”、“导游服务”、“交通
便捷”等因素靠前。

清代督陶官唐英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三道硬菜”“三大仪式”添彩，助力全国文化遗产日

向市档案馆捐赠《景德镇历代窑炉营造图纸》及相关资料
景德镇清代小镇窑复烧点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