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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文明网公布了“中国好

人榜”最新上榜情况，4位成都市民候选

10月“中国好人榜”，他们分别是助人为

乐类候选人罗仲永、 见义勇为类候选人

张志、诚实守信类候选人董贵生、孝老爱

亲类候选人董桂平。今天，让我们一起走

近不改嫁照顾病重婆婆的善良儿媳董桂

平、勇闯火海灭火的小区保安张志，了解

他们的优秀事迹。

■

罗仲永 助人为乐类

83

号

投 票 地 址 ：

http://archive.wenming.

cn/jingtai/sbhr_news/sbhr_zrwl.htm

■

张志 见义勇为类

82

号

投 票 地 址 ：

http://archive.wenming.

cn/jingtai/sbhr_news/sbhr_jyyw.htm

■

董贵生 诚实守信类

8

号

投 票 地 址 ：

http://archive.wenming.

cn/jingtai/sbhr_news/sbhr_cssx.htm

■

董桂平 孝老爱亲类

20

号

投 票 地 址 ：

http://archive.wenming.

cn/jingtai/sbhr_news/sbhr_xlaq.htm

成都朗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朱庆海表示，如此

功能齐全、 设施先进的养老基地，其

示范作用极有可能改变人们传统的

养老观念。“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把老

人送到养老院是不孝，因为觉得老人

在养老院可能会‘吃不好、睡不好、不

开心’， 这也是养老产业要发展需要

解决的问题。”朱庆海说，这样高规格

的养老机构建成后，可能还会逐渐改

变人们传统上认为“送老人去养老院

是不孝”的观念。

同时，基地对养老护理员的培训，

特别是实训， 正契合了养老市场的需

求。“现在基本每个养老机构都缺养老

护理员 ， 专业护理员随时来我们都

要。”朱庆海说，曾经也有专科或职业

学校的毕业生做养老护理员的， 但一

般来一年就去医院了， 而现有员工的

培训主要是上课形式。 该基地开展实

操培训，是一大进步。

昨日下午，成都连续阴霾的天空放晴，很多

市民在锦江边晒太阳。但在武都路旁的锦江边，

成都商报记者却发现河岸栏杆上晒了18床被

子，延展了约七八十米长，原本整洁干净的河

岸步道显得有些凌乱。

下午3点过，几经询问，记者找到了这些被

子的“主人”。在马路对面，一家劳保用品店的

老板承认这些被子是他们家和另外3家店一起

晒的。“这些被子是我们自己通宵守店睡觉时

盖的，”该老板说，“好不容易出太阳，想着河边

那么宽敞，晒晒被子可以杀死细菌、螨虫。”

随后，记者拨打了青羊区城管局的电话，在

了解情况后， 两名新华执法中队的执法队员来

到该段河边，立即通知被子的主人们，并和他们

一起将被子收回到店内。

成都商报记者 刘海韵 摄影报道

成都4人候选

10月“中国好人”

快为他们投票吧

董桂平

善良儿媳不改嫁

照顾病重婆婆

今年40岁的董桂平， 是成都市龙泉

驿区黄土镇永丰村人， 也是一名环卫工

人。2006年她和丈夫离婚，前夫有了新的

家庭。 为了照顾疾病缠身的婆婆和患有

智力残疾的大女儿，32岁的她用柔弱的

肩膀，微薄的收入，坚守着这个破碎的家

庭。岂料天有不测风云，董桂平的婆婆又

病倒了，长期卧病在床。每天早上，董桂

平5点多起床，为一家人做早餐，伺候好

床上的婆婆后， 便开始一天的环卫保洁

工作，一直忙到下午6点才回家。回家之

后，她还要为婆婆和两个女儿洗衣做饭，

忙活家务。两个孩子中，小女儿正在上小

学，10多岁的智力残疾的大女儿，只能在

家里帮着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

其实，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还有第

二次选择的机会， 也不断有人给她介绍

对象，周围很多人曾劝她，“你还这么年

轻， 就要一直呆在这里呀”、“女人可等

不起” ……甚至连家人也多次劝她改

嫁，但面对家人朋友、左邻右舍的好言相

劝， 她依然不为所动。“要是我走了，谁

来照顾老人？拖着一个智力残疾的女儿，

我也怕孩子受委屈。”董桂平说，看着婆

婆身体一天天好转，女儿慢慢长大，她觉

得一切都值了。

董桂平就这样一如既往， 一边忙着

农活， 一边从事着环卫工作， 靠着每月

1000多元的收入， 照顾着婆婆和两个女

儿， 这让婆婆很感动，“我的这个儿媳

妇，把我当成亲妈一样对待……”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实习生 杨如雪

张志

小区保安为灭火

勇闯火海不幸身亡

7月11日下午3时30分许，金堂雅静园

一住户家中突然起火，一女子被困。小区

保安张志一边让人报警， 一边带上灭火

器冲向起火楼层，用力敲打房门，在他的

帮助下，女子摸索着打开了门。随后，张

志让她赶快下楼，自己则冲进火场灭火。

在张志的努力下，火势迅速得到控制，但

张志却感到体力不支， 随后退出房屋并

回到值班室报告情况。 岂料， 刚打完电

话， 他就晕厥过去了。120随后赶到现场

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但因吸入过量有害

气体而导致中毒，张志于当天下午4时40

分抢救无效离开人世。张志的母亲说，儿

子生前非常孝顺， 虽然每月只有1500元

工资， 但儿子每月都会给她1000元，“娃

娃从小就热心得很，以前在村里，无论哪

家有点啥事要帮忙，他都跑得快……”

你每周泡几次图书馆， 你的哪门功课可

能会“挂”，你每周锻炼不足是否该被督促多

运动？在偌大的校园里，这些私人化信息曾被

认为难以追踪，甚至连本人都搞不清楚。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昨天， 西南交大举行数字化战略推进大会，

校长徐飞表示，数字化正深刻地改变人类生

活，大学办学要与时俱进，交大将在未来6年

内实现校内所有数据共享， 在人才培养等5

方面推进数字化。这意味着，沉睡在学生一

卡通、健身卡、校园网痕迹中的信息将逐步

被唤醒，为学校管理、帮助、指导学生成长提

供依据。

行为数据化

数据告诉校长 学生在干啥

目前， 每个西南交大的学生基本手握两

张卡：一卡通负责吃饭、借书、刷门禁、洗澡、

坐校园小车等一条龙服务， 另一张健身卡则

用于锻炼身体。 正如学校教务处处长郝莉所

言，这些卡中蕴含着巨大信息，记录着学生的

学习规律和生活习惯， 但目前它们还零星散

乱，“在数字化的思维下，我们就要对这些信

息进行搜集、挖掘和分析，这就是大数据。”

为什么要进行大数据处理？郝莉坦言，校

园太大了，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甚至学生对自

己的了解，很多时候都是停留在“感觉”上，

遇到问题要“开药方”时，不能对症下药。而

数字化分析较精准， 对照这个及时了解学生

动态， 能为他们合理支招———如果一个天天

泡图书馆的学生，忽然某月一次也不去了，那

肯定很反常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需要

什么样的帮助？ 一个学生只在教室和寝室间

活动，从来不进运动场，是不是该提醒他注意

锻炼？以往，这些状态很难追踪到，但有了大

数据分析就简单多了。

郝莉还告诉记者， 大数据还可以分析学

生下载课件情况、在线学习时间、学习模式、

实验设备使用、食堂使用等情况，对学生进行

全方位关注。

上课数字化

考试在网上 课堂主要做讨论

在郝莉看来， 数字化对教学的影响将更

加明显，比如教学资源的数字化。

现在， 有的学生抱怨课堂枯燥， 缺乏实

践，一上课就玩手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

数字化战略中，西南交大想了一招：建立包括

在线课程在内的网络学习平台。上课前，教师

把基础性理论课件上传，要求学生提前看完。

到了正式课堂，就是师生间相互讨论，尝试实

操的时间，“把相对单一的理论课堂时间前

置，把最黄金的时间留给师生互动，启迪学生

思维。”

同时，老师还可以把习题传到网络平台，

设定一个完成时间，在线评分，以此强制学生

自主学习。通过这个平台，学生们还能营造出

一个学习类的社交网站：交流学习心得、相互

答疑解惑。郝莉设想，也许6年后，西南交大中

上百人的大课堂逐渐减少， 而探讨式、 实验

式、互动式的小课将越来越多。

大数据管理

旨在帮助学生更有效地成长

我每天锻炼几小时？ 最爱去图书馆还是

学生活动中心？吃饭爱到哪个食堂，每次点多

少钱的菜饭？在部分同学看来，这些通过大数

据挖掘出的信息，也有个人隐私，大数据管理

是否是把“双刃剑”呢？

对此， 郝莉认为， 其实现在只要使用网

络，就会有痕迹留下，比如，电子地图会记录

你常用地址， 淘宝记录你最爱逛的店铺并向

你推送符合你兴趣的商品， 网络时代让一切

变得更加透明。“但我们挖掘校园大数据，是

更强调服务功能。”郝莉强调说，通过数据分

析， 能及时得知整个学生群体急需解决的问

题和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在学习领域，“旨在

帮助学生更有效地成长吧。”

这个养老院有多好？

送老人来你不会觉得不孝

四川首个省级养老机构获环评批复 预计2016年投用

学生管理数据化 交大知道你哪门课可能挂

该校拟利用一卡通、健身卡、校园网等足迹管理学生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是不孝，这种观念也许需要改变了。

提供医疗康复服务、配套保健和文体娱乐设施、探索精神慰藉服务……这不

是高端大气的高级疗养院，也不是费用高昂的高端私人养老机构，这就是两年后

四川普通老人也可享受的首个省级养老实训示范基地。

该基地总投资估算高达4.3亿元左右，提供1390张养老床位，预计2016年竣

工投用。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民政厅证实，由该厅负责建设的该基地日

前已获得环评批复。基地将具备提供养老服务、作为养老机构示范、实训养老护

理员并建立养老院服务标准三大功能。

选址崇州羊马镇

或为西南最先进

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困局是

国内各地的普遍状况，甚至有人称北京的

养老床位排到了100年后， 但四川正在设

法缓解。根据《四川省“十二五”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到2015年，每千名老

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将达30张。按照这一要

求，到“十二五”末，全省养老机构床位共

需50万张，需新增床位21万张。规划还明

确，四川省将建一批成规模、上档次的省、

市级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

四川此次建设四川省养老实训示范

基地项目，是落实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据环评文件称，该基地将弥补四川省

省级层面为失能老年人提供服务、示范性

及兼顾养老护理员培训实训老年养护机

构的空白。

基地选址于崇州市羊马镇中华村，

东距成都市中心约18公里， 西距崇州市

区5公里， 距双流国际机场约26公里，同

时紧邻温江区。 交通通道包括成温邛高

速公路、 光华大道延伸线、318国道等交

通干线， 以及在建的成都第二绕城高速

和城际快铁。投资方面，该基地项目总投

资估算高达4.3亿元， 占地面积达10.6万

平米，总建筑面积接近8.4万平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6.4万平米，地下建筑面积

2万平米。

拥有丰富养老市场经验的成都朗力

养老服务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朱庆海则表示，他在西南地区考察过不少

养老机构，据他在业内的了解，四川拟建

的该养老基地不仅将是四川也将是整个

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面、设施最

先进的综合养老机构。

自理区护理区之分

医疗保健娱乐样样有

这个西南最先进的养老机构到底如

何先进呢？从项目组成上看，基地包括了

自理老人生活区、 护理半护理老人生活

区、实训认证实训示范区，以及外部公共

活动区等，此外还有警卫室、职工食堂、职

工浴室、理发室、洗衣室、库房、公共卫生

间以及设备室等。 另有机动车停车位514

个，其中500个为地下停车位。

从功能上看，自理养老区主要为生活

能够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区

域内主要为公寓式设计，配套保健、文体

娱乐设施， 以日常家居生活为基本模式，

注重老人私密空间，以定期、定时巡护和

呼叫服务为照料方式。该区域依据国内外

同类主流项目设计，主要建设低密度多层

建筑，一般3-5层，外形美观、整洁，色调淡

雅、清新。

护理养老区则主要为失能、半失能老

人提供24小时全天候专业护理、值守服务

以及日常医疗保健服务，根据不同体征和

消费需求提供程序化个案护理服务。

“基地设计自理养老床位417床、护理

半护理养老床位973床， 非常符合市场规

律。”朱庆海说，根据养老市场发展的实际

经验，目前有自理能力的老人还很少进养

老院，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相对较

大，所以护理半护理床位要占多数，该基

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床位设计为护理半护

理床位，是很合适的做法。如果该基地能

够向普通公办养老院一样低收费的话，肯

定很受老年人欢迎。

专业培训护理员

新添精神慰藉服务

而最让人们期待的， 可能要数实训

认证实训示范区。 这里不仅是为建立养

老院服务标准而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培

训， 而且培训的内容除了探索适合老年

人体征特点的住宿、穿衣、吃饭、如厕、洗

澡、室内外活动等生活照料外，还要探索

康复护理、紧急救援、精神慰藉等服务，

培训以实训的方式进行， 并通过培训促

进形成规范。

朱庆海介绍，精神慰藉主要通过面

对面交流实现，这也是对专业社工的基

本要求。一般而言，初入院的老人因环

境不适、心理落差等原因，可能需要精

神慰藉。

成都商报记者就基地收费等问题咨

询省民政厅基地项目联系人时，对方称此

项目因还在等待省发改委最终批复，所以

没有透露更多未来的具体运营计划。

实地培训

让护理员更专业

自理养老区：主要为生活能够完全自

理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区域内主要为

公寓式设计，配套保健、文体娱乐设施，以

日常家居生活为基本模式，注重老人私密

空间，以定期、定时巡护和呼叫服务为照

料方式。该区域依据国内外同类主流项目

实际，主要建设低密度多层建筑，一般

3-5

层。居室以普通居民住宅为标准，以独居

户型为主。

护理养老区：主要为失能、半失能老

人提供

24

小时全天候专业护理、值守服务

以及日常医疗保健服务，根据不同体征和

消费需求提供程序化个案护理服务。

实训认证实训示范区：主要为建立养

老院服务标准而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培

训。区域内，主要根据老年人体征类型，探

索适合老年人体征特点的生活照料，包括

住宿、穿衣、吃饭、如厕、洗澡、室内外活动

等日常生活需求。此外，还要探索康复护

理、紧急救援、精神慰藉等服务，并通过培

训的形式促进形成规范。

三大功能

亮

点

一

交大明年拟招

大数据专业本科生

此次西南交大的数字化战略， 涉及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信息化

校园等五方面，跟学生关系最紧的人才培养，

只是数字化战略的冰山一角， 而每一方面都

制定了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

年~2020年的行动指南。

为了推动数字化战略的学术研究，“西

南交大金融大数据研究院”昨天成立，而国

内单独做金融大数据研究的还很少见。 以高

铁等技术见长的学校， 为何先从金融专业打

开大数据的突破口？ 该研究院院长李维萍教

授表示，因为整个领域是交叉学科，不仅需要

金融知识，还需要数学、计算机等理工科基本

功。据了解，该研究院主要针对金融产品和服

务做研究， 同时还计划从明年开始招首批博

士生，“我们不仅依靠本校教师资源，还会邀

请国外的证券操盘手来讲课。”

此外， 西南交大还计划依托金融大数据

研究院，从明年起试点招大数据专业（方向）

本科生。郝莉透露说，首届本科生会从茅以升

学院的入学新生中选拔，初步计划为20名，会

以主修金融， 第二学位修数学或计算机的方

式进行培养。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亮

点

二

三大分区

让服务更细化

“晴”何以堪？

一个创新

制图 邬艺

四川首个省级养老实训示范基地规划图

蓝天 阳光，锦江 铺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