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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三大特性，做好新时代公立医院思想政治工作
湖南省人民医院
当前，医改进入攻坚阶段。 公立医
院是我国医疗服务的主体， 是医改的
“大头”和“重头”。 公立医院改革的好
坏，直接关乎医改成败。 公立医院既面
临着来自医疗市场竞争带来的生存与
发展的压力，还面临着政府要求的各种
指令性、公益性的工作任务。 作为人们
概念中
“
体制内”的医院，公立医院往往
集各种问题和矛盾于一身。
党的十九大将人民健康作为国家战
略，明确指出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
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公
立医院作为解决健康这一重要民生的主
体单位，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逢严峻的挑
战。 这也对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笔者认为，新时代公立医院的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认识并重视医护人
员的三大特性，方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医护人员的文化特性

医院是知识密集型医疗业务单位。
以湖南省人民医院为例， 该院现有在职
职工 3734 名， 其中医生 1089 名， 护士
1888 名，占到全院职工的 80%；其中本
科 1937 人，硕士 636 人，博士 152 人，占
到 73%。 医护人员为主的知识分子是为
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主力军， 又是医疗
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他们在深化医疗改
革、提高业务水平、优化服务质量、开展
医学研究和教学中肩负着重任。 做好医

周瑾容

护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充分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打造一支具有良好
政治素养、 业务素质相对稳定的专业队
伍，对医院的发展和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这一突出社会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
这一部分职工文化层次较高， 特别是名
老专家、学科带头人，应充分评估他们的
思想动态， 收集并了解他们的个性化需
求， 经常组织他们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
医疗卫生政策，组织举办不同层次、不同
“
重
岗位的座谈会、培训会、报告会，避免
业务、重专业、轻学习、轻教育”的现象，
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职业观。
二、医护人员的工作特性

医护人员长期坚持在临床一线、各
种窗口，工作繁忙，负荷重，风险高，压力
大，还有很多需要倒班，工作时间不固定。
笔者所在的医院为一家拥有四个院区、
4000 多张床位、近 4000 名在职职工的大
型公立医院，人数多、岗位分散、层次多样
等现状。 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改进方式方
法，结合工作实际，克服单一、僵硬的
“
通
病”，减少
“
叫上门”，多做
“
走下去”，防范
不近人情的“
霸王餐”， 尝试丰富多样的
“
自助餐”，如把民主生活会、党课开到科
室去， 把学习教育内容以微信群、 手机
APP 等形式送到医护人员掌心里。
三、医护人员的情感特性

当前医患关系具有复杂性和特殊

性，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公信力、医德
医风受到社会和患者质疑，伤医事件时
有发生。 近年来诸如医生在工作岗位
上猝死的事件较多， 容易让医生滋生
负面情绪，产生职业懈怠，动摇职业理
想，导致部分医护人员干工作“没有冲
劲”，搞学习“没有热情”，奉献意识、服
务意识淡化，还有个别医务人员出现了
行风医风的问题，这与医院发展、社会
期待和政府要求不相适应。 有效消除以
上不积极、不和谐因素，更要强化思想
政治工作， 并且要提高思想政治工作
的感染力， 引导和鼓舞全院职工形成
共识、凝聚人心、稳定队伍、激发活力。
因充分考虑到医护人员的情感需求，
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针对医护人员的
不同特点，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多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少简单说教、少
硬性要求，多使用柔性工作方法，工作
上完善专业发展、个人成长、人才支持
的机制，生活上多关心照顾，开展有益
身心的文体活动，塑造家文化，将医院
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同时利用各
种节点，发现和宣传先进典型，如利用
医师节、 护士节评选表彰“十佳医生”
“十佳护士”， 选派优秀人员出国研修
等，让人人想干事、能干事，营造为医院
发展和医疗改革“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良好氛围。

表情是人类心灵的映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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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验的是轻松、接纳和包
容。 亲切的表情是教师与学生建立并保持
“心灵接触”的前提条件，是进入学生情感
世界的“通行证”。 数学课堂上，可以消除
疲倦和神经紧张，让孩子们以轻松心态投
入到学习生活之中。比如，我们在探讨长方
形和正方形的周长时， 孩子们通过不断探
索、不断总结，距离“周长 =（长 + 宽）x2”
的结论越来越近的时候，教师不同的笑容，
可以给孩子莫大的指引和信心，最后配上
惊喜，伴着掌声教学效果一定会更好。 运
用“亲切”表情，可使学生放下戒备心理，
放松心情，主动融入这种被包容、被关注
的气氛中去。
二、等待的“表情”可以使学生静心思考

教师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应学会等待，
因为学习的过程是学生思维积极活动的过
程， 是学生已经建构的心智水平和现有问
题信息交汇的过程， 而不同学生解决问题

总有家长告诉我：孩子平时计算还
挺快，挺准确的，但碰到解决问题就乱
了。解决问题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内
容，它能使学生把数和计算中所掌握的
基础知识以及基本数量关系运用于实
际。但是，由于低年级学生年龄小，理解
力不够，解决问题就成为低年级数学学
习的难点。要提高小学低年级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作为教者的我们应该不断
思索、总结，以下就结合我的一些教学
实际谈一谈低年级解决问题能力培养
的几点感悟：
一、“观”“读”并行，采用“①②③ 读
题法”培养学生收集信息的能力

低年级学生解决问题的呈现形式
多样:有纯图片，有半文半图，有对话
式、表格式、图形式、漫画式，信息中有
对解决问题有用的或没用的情境呈
现，因此，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培养学
生收集信息的策略。 在呈现情境图后，
要指导学生明确看图的顺序， 学会从
具体的图画或对话中收集相应的信
息。 经过不断摸索，我注意引导学生认
真观图，认真读题后采用“①②③读题
法”，“①②”是条件，“③”是问题。 无论
是图画的实际问题， 还是图文结合的
实际问题，或者纯文字的实际问题，在
学生初步读题后，都先标出“①②③”，
从观、 读两方面入手提高收集信息的
能力。
二、用画图的方法帮助学生理清基
本数量关系

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低年级
数学问题的基本结构。两个部分可以合
并成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可以分为两部
分，在整体中去掉一部分，就剩下另一

低年级解决问题教学初探
岳阳市平江县三阳乡苏白学校 余小燕

将问题的数量关系清晰地呈现了出
来，有助于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 运用比较的方法提高孩子解
决问题的能力

部分。 求整体( 总 数 )，就把两部分合起
解决问题的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
来，用加法算。求部分数，从整体中去掉 的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另一部分，用减法算。 用结构图呈现实 力。 低年级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有时不
际问题的数量关系，不仅能促进学生理 能够正确分析数量关系，而只注意题目
解题意， 更能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 中的一些关键词语，并且把解题方法与
法。 如：
个别词语联系起来， 如见到“还剩”与
(1)树上一共有 10 只鸟，飞走了 4 “少”就用减法，看到
“一共”与“多”就用
只，还剩几只？求部分数，总数去掉另一 加法。 因而，在解决问题教学中充分运
部分，用减法。
用比较方法，能使学生在比较中领悟数
(2)树上一共有 10 只鸟，飞走了一 量关系，掌握解题办法。 如：
些后还剩 6 只，飞走了几只？求部分数，
(1)商店有水果 37 筐，卖出 14 筐，
总数去掉另一部分，用减法。
还剩水果多少筐？
(3)树上飞走了 4 只小鸟后，还剩 6
(2)商店卖出水果 14 筐，还 剩 23
只，树上原来有多少只小鸟？求总数，把 筐，原来有水果多少筐？
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
运用比较的方法可以引导学生理
这种直观的结构图实际上是一个 解问题的基本结构， 促进思维的完善，
“
数学化”的过程，有助于学生理解基本 从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数量关系。
五、通过整合反思感受解决问题的
三 、通 过 操 作 ( 或 演 示 ) 引 导 学 生 发
策略
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低年级的学生以直观形象思维为
主， 因此对实际问题数量关系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语言交流的层面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操作或演示，帮助学生直观
地理解数量关系。 比如，求一个数比另
一个数多几的实际问题，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先摆出 13 个红花片， 再摆出 8 个
蓝花片。有的学生将红花片和蓝花片随
意摆放，有的学生则有意识地一一对齐
摆放，教师引导学生比较这两种操作方
法有什么不同， 哪种摆法能一眼看出
哪种花片多，多多少个？ ”直观的操作
“

在解决问题后，我会明确提出“回
顾一下， 刚才这个问题有什么特点，我
们是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引导学
生既感受到用所学知识可以解决什么
样的问题，又让学生感受到解决同一个
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策略，解决问题的策
略是多样的、灵活的。
总之，低年级解决问题是小学解决
问题的基础，它在低年级数学教学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作为低年级
数学老师的我们必须从基础抓起，多
思，多想，多学，尽力培养低年级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

的个体水平是有差异的。 数学课堂中，教师
出示问题后，要让学生先独立思考，要等待
所有学生经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
不能只关注几个尖子生，不能用他们几个
人的思维速度掩盖其他学生的思维历程；
在学习交流中， 有时学生说着说着停下
了，这时老师也要等待，给学生一些时间
整理思维， 让他们把想法说得清楚明白；
在指名回答时，有的学生可能一句也说不
出来……这时孩子会看着老师，“等待”的
表情辅以适当的鼓励眼神可以让孩子不
慌不忙、井然有序。
看到老师的表情，明白老师在耐心等
待，学生才会有充足的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时间和空间，才会在老师的等待中有
所收获。
三 、智 慧 的 “表 情 ”可 以 提 醒 学 生 把 握
班级整体效果

马卡连柯说：“表情”能传达多种信息，
教师每天都处在学生的群体之中， 教师的
“表情” 是诉诸学生最直观的视觉映像，也
可以说是孩子心目中丰富多彩的影像世
界。 数学课堂讲究逻辑的完整性，这是与其
他学科不同的地方， 如果某一名学生或者
一些学生有违反课堂纪律的行为， 老师不
管， 那些学生怎么办？ 若是停下来指指点
点，其他学生都被打断了，也不可取，怎么
办？ 讲究课堂艺术的
“老”教师一定会启动
他的智慧“表情”，比如，夸张的表情、抑扬
顿挫的语调、表演的艺术等，有效运用“特
殊表情”，课堂效果一定会和谐有效。
数学课堂是一个活跃又不失有序的师
生互动场， 有效互动能够让课堂形成巨大的
磁场”，
“
表情”艺术能够为教学增添色彩，在
“
实际教学工程中，师生实现
“
有来有往”。才能
真正促进教学进步，学习效果才会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