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敬畏之心孕育“教育梦”

宁波在教育上的探索追溯久
远，尊师重教的教育底蕴和深邃绵
长的文化脉络，让宁波这座城市有
了浓浓的书香气息。

早在科举时代，宁波籍的举
人、贡生在全国就已是响当当的一
号，据统计，南宋时期，宁波的科
举进士达 983 名；而从宋朝到晚
清，宁波地区一共诞生过多达 13
位“教育部长”。到了近现代，宁
波涌现出了文人陈布雷、林汉达、
柔石、殷夫、唐弢，以及书法家沙
孟海、国画大师潘天寿、近现代教
育家蒋梦麟等大家；在科技领域，
地质学家翁文灏、生物学家童第
周、遗传学家谈家桢、中科院院长
路甬祥、断肢再植之父陈中伟、诺
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等等
也都是宁波人的骄傲。

中国第一民间藏书楼——天一
阁作为宁波的象征，始终被认为是
宁波文脉集大成者；创立于清道光
二十四年的甬江女子中学是国内第
一所女校，自创立伊始便是国内国
际化程度最高的现代教育机构；两
宋时期著名的桃源书院，曾是宋代
浙东文人汇集之所，是当时的最高
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乡学”之
一。私塾、书院的发展，也是宁波
在民办教育领域不断深耕发展的雏
形所在。

创建东钱湖教育论坛的华茂集
团，正是在这样浓厚的“书香”之
中，坚守着教育的初心与梦想。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生产
提升孩子们动手能力的七色花学
具，“华茂”开创了国内素质教育
学具之先河，后来又连续创办了 4
所华茂学校。17 年前，“华茂”有
了一个朦胧想法：在东钱湖畔打造
教育论坛，搭建一个中西方教育和
文化交流的平台，推动和加强中国
与世界教育、艺术、文化的对话与
交流。

“ 做 教 育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出 思
想，有一个平台把国际、国内的综

合性的教育思想碰撞在一起，把智
库建立起来、积淀下来，这对社会
来说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华
茂集团创始人徐万茂先生如是说。
这也是“华茂”为什么要做教育论
坛的初心。

■以匠者之心雕琢“教育梦”

“建筑如画，愿鱼化龙”，这是
华茂对于教育论坛的理想。东钱湖
教育论坛占地面积 276 亩，总投资
二十多亿元，由世界级建筑设计大
师担纲设计。它依托东钱湖独特的
山水自然资源，在总体规划上应用
了“轴线与院落”这一中国传统建
筑布局的基本法则，并引入“人
文”和“山水”两条轴线。项目核
心功能设施包括会议中心、艺术教
育博物馆、大师工作室、总部机构
群、配套希尔顿酒店及度假式公寓
等。

在东钱湖教育论坛的“圆梦”
之路上，“华茂”倾注了大量的心
力 。 从 2006 年 开 始 ， 围 绕 “ 教
育”和“艺术”这个核心，东钱湖
教育论坛邀请了多个国家的建筑设
计师共同参与设计，经过反复论
证，终于有了汤烨设计的“鱼化
龙”的美好意象。而阿尔瓦罗·
西扎、坂本一成、张永和等建筑
设计大师云集的场景，又为教育
论坛在设计阶段就绘就了高规格
的底色，也更突出了教育论坛的
艺 术 和 教 育 的 主 题 。 2010 年 2
月，东钱湖国际教育论坛正式破
土动工。2016 年 12 月，教育论坛
举办所需的现代化综合性会堂和
宾客入住的五星级酒店建成并启
用，配套的艺术教育博物馆以及
22 幢大师创作室也正如火如荼建
设当中。其中，艺术教育博物馆
将于 2019 年建成并免费面向社会
开放。

艺术教育博物馆选取了国内艺
术教育的三位大师的教育与创作生
涯作为个案，专设三个分馆展陈。
它们分别是：新中国雕塑教育的奠
基人、中国美术馆前馆长刘开渠先

生的代表作品和艺术教育生涯；杰
出的人民音乐家、著名的音乐教育
家和音乐理论家、担任上海音乐学
院院长、名誉院长 50 年的贺绿汀
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新中国油画
教育的奠基人、中央美院副院长、
油画系主任罗工柳先生“激情燃烧
的人生”及其教育思想。三位艺术
教育家汇集于东钱湖畔，是对教育
论坛理念的艺术阐释。

作为艺术教育博物馆的前沿所
在，艺术分馆之一的华茂美术馆已
于 2008 年开馆，并由国内第一个
获得普利茨克奖的建筑师王澍设
计。3000余件藏品荟萃了自元明清
以来中国书画精品，苏联及当代中
国杰出油画家作品，20 世纪 30 至
90 年代中国版画佳作等。开馆 10
年来，已接待八方宾朋40余万人。

2017 年 11 月，中国 （宁波）
“一带一路”青瓷文化艺术周举

办 ； 2017 年 12 月 ， 巴 黎 － 宁 波
“设计·趋势·科技”高峰设计论
坛举行；2018 年 12 月，纪念改革
开放四十年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召
开……近 2 年，围绕艺术与教育主
题的活动在东钱湖教育论坛相继开
展，阵阵书香，场场精彩，不断丰
盈着论坛的主题内容。

■以海纳之心承载“教育梦”

对于“华茂”而言，4 所学校
和教育论坛承载起了作为核心的教
育事业，这是“华茂”教育之本和
打造百年企业的根基所在。从教具
制造到创办学校，再到为中国教育
思想与国际交流创建国际教育论
坛，“华茂”构建了一条产学研的
教育产业链，东钱湖教育论坛正是
其中重要的一环。在经过无数次的
论证后，论坛奠定了“国际性、高

端性、民间性、非营利性”的主基
调。

在两代“华茂”人的共同努力
下，东钱湖教育论坛慢慢撩起了她
神秘的面纱。未来，东钱湖教育论
坛将围绕“创建高品质的国际艺术
和教育交流综合体”的核心目标，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和未来，致力
于打造成为世界教育家的精神家
园、中国和世界的人文交流基地、
世界先进教育技术和装备的展地，
让国内国际教育研究机构、教育社
团组织有一个高端的思想交流碰撞
平台，推动和深化世界不同地域、
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文
化交流、合作与发展。

钱湖碧水，芳草绿树，坛已矗
立，待贤者聚而论道。东钱湖教育
论坛，也希冀着在与世界艺术、教
育的不断对话中，让宁波的“书
香”飘得更浓烈、更久远。

建筑如画 愿鱼化龙

东钱湖教育论坛让宁波“书香”更浓

上周六，东钱湖畔迎
来了一批“书香”十足的客
人，他们受邀出席纪念改
革开放四十年教育改革发
展研讨会。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副秘书长、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
席朱永新，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徐辉
……300 余位来自五湖四
海的专家、教育工作者，在
这一天荟萃在东钱湖教育
论坛，聚而论道，共话教育
改革发展之路。

研 讨 会 圆 满 落 下 帷
幕，“书香”十足的客人们
对“书香”十足的东钱湖教
育论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吸引他们的，不光是以“鱼
化龙”造型寓意“教育”的论坛
会议中心以及与秀美的钱湖
景致相得益彰的论坛配套酒
店，更令他们关注的是，东钱
湖教育论坛诞生背后的

“教育梦想”。

撰文 杨 筱
图片 华茂集团提供

“鱼化龙”造型的东钱湖教育论坛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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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
精准就医，首问负责

门诊，是患者看病最直接的地
方。作为患者就医“前哨站”，设
置在宁大附院门诊大厅的门诊服务
台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整合服务功
能，力求为患者、家属集中提供方
便、快捷的服务。

今年，宁大附院在预约挂号服
务的基础上，开设了“精准预约，
精准就医”服务。门诊办公室主任
楼亚红介绍说，以前预约挂号成功
后，一些患者为了防止错过就诊时
间，会早早赶到医院，为了不让患
者空等，医院通过信息化手段，将
预 约 就 诊 时 间 段 控 制 在 30 分 钟
内，也就是患者按照预约显示的时
间到医院，不超过 30 分钟，便可
就诊。楼主任笑称，往日熙熙攘攘
的门诊现在变得井然有序，不是病
人变少了，而是患者变“精”了。

目前，医院门诊支持多种方式
预约号源，在挂号、收费窗口，残
疾人、军人、高龄老人患者优先，
支付宝、微信等多种支付方式随患
者挑选，患者可以非常方便快捷地
进行挂号和费用结算。如果在就诊
过程中不会使用自助服务，遍布门
诊各区域的志愿者随时会提供帮
助，其中不乏国际志愿者。

患者就诊有疑问是常有的事，
现在宁大附院的患者要解决问题也
不用来回跑，该院门诊服务台推行

“首问负责制”，一旦有患者提出问

题、寻求帮助、找寻人员等，都能
在第一时间得到反馈。这种“首问
必答、首问必释、首问必果”的方
式得到广大患者、家属的点赞。

各种便民措施在门诊也非常完
善，免费租借轮椅、平车、雨伞；
邮寄报告单；自制英文版信息登记
单；单独设置爱心哺乳室；提供一
次性水杯、针线、老花镜、充电宝
等便民物品。今年 8 月起，该院还
创新性地开设候诊大厅健康讲堂，
患者在候诊的同时还能学到各种保
健知识。

“最多跑一次”不仅体现在服
务功能上，该院同时还在医疗救治
上下功夫。有些患者常常同时要看
不同科医生，或者搞不清该看哪个
科，为此，宁大附院开设多科联合
门诊，比如妊娠期糖尿病综合管理
门诊，产科专家、内分泌专家、高
级助产士、营养科专家组成专家团
队，为准妈妈一站式解决医疗、护
理、饮食等多方面问题；伤口护理
中心与内分泌科、血管介入科、手
足外科等合作，成立糖尿病足病多
学科联合门诊，糖尿病足患者在这
里挂一次号就能得到专家们集中、
系统、专业的治疗和护理。诸如此
类的“暖心”举措，给患者带来了
莫大的方便。

■办理出入院：
“一站式”搞定

到医院住院最怕什么？等待床
位时间长、办理各种手续检查烦。

这是患者的“痛点”，也是医院服
务的“突破点”。2017 年 8 月，宁
大附院成立出入院管理中心，提供
床位预约、床位分配、床位协调、
出入院手续办理等服务，这个宁波
市成立最早、功能涵盖最全面的中
心将“院前、院中、院后”服务打
通，让患者从入院登记到出院随
访，真正享受“一站式”服务。而
今年 4 月，宁大附院又成立了宁波
市首家疾病管理中心，让患者出院
不失联。

刘先生因为胃息肉需要接受胃
镜手术，但消化内科床位已满，以
前他要等到消化内科有床位后才能
住院，但这次，出入院管理中心通
过系统查到胃肠外科正好有一张空
床，于是在对刘先生病情作出评估
后，很快安排他入院，入院后第二
天就完成了手术治疗。这得益于该
院出入院管理中心打破原先科室固
定床位的限制，对全院床位进行动
态统筹管理。

除了床位统一调配、多项证明
审核一站式办理外，出入院管理中
心还实现了信息输入一体化，患者
检查结果一机导入。今年，中心设
置出院带药专窗，避免患者折返
跑；而新近开设的病历复印专窗，
不仅让患者复印病历越来越便捷，
而且复印好的病历还可以选择邮寄
快递，让不方便再次来院的患者或
家属不跑路。

为方便患者住院就餐，医院特
别开发了微信小程序，患者或家属
只需点击关注“宁大附院食堂”，

即可在线点餐、付款。徐先生父亲
生病住院，徐先生因为工作关系没
法一直陪在老人身边，幸亏这一便
民举措解决了他的难处。“现在手
机一键下单，老人吃什么也一目了
然，让我们放心不少。”不仅如
此，出院结算也越来越多元化和便
捷化，除了出入院管理中心集中办
理，宁大附院还在病区结账服务的
基础上，将移动结算车推进病房，
患者在床边就可以完成出院结算。

■日间病房：
做个手术只需24小时

今年 7月 16日下午，小儿包茎
患者牛牛(化名)的爸爸为孩子办理
了出院手续。牛牛是当天中午在宁
大附院儿外科接受的手术，术后病
情平稳，不到 1 天时间，他就接到
了出院通知。

牛牛是儿外科开展“日间手

术”后的一名受益者,从入院、手
术到出院,整个过程只有 1 天时间。
如此“短、平、快”，让牛牛一家
意想不到。“住院时间短,不牵扯家
长太多精力，也不用在医院住很多
天，不影响家人的生活,真是太方
便了。”牛牛妈妈说。

“早知道日间手术这么方便，
我真该早点来做手术。”28 岁的李
小姐在前年体检中就发现患有子宫
息肉，医生建议做手术，李小姐嫌
麻烦，一拖再拖。前不久，妇产科
门诊主任苏敏敏告诉她，现在可以
施行宫腔镜日间手术。在苏主任的
建议下，李小姐施行了日间手术。
患者当日入院，当日手术，术后观
察无异常后即可 24 小时内出院，
日间手术受到了广大患者的欢迎。
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 200
多位患者在宁大附院妇科门诊享受
到了日间手术的便捷。

在宁大附院，胃肠息肉、子宫

内膜息肉、乳腺良性肿物、下肢静
脉曲张等疾病患者几乎都可以进行
日间手术治疗，甚至连胸外科手汗
症 手 术 患 者 也 能 在 24 小 时 内 出
院。宁大附院医务科长王珊珊说，
目前，该院消化内科、妇科、甲乳
外科、介入科等 18 个科室开展日
间手术及操作，累计开展日间术式
45个，日间手术施行量超过医院择
期手术量的 15%。今后，医院将陆
续推出更多日间手术病种，不断完
善日间手术就医流程，提高就医效
率，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院
内床位的周转率和利用率。

今后，像牛牛、李小姐这样，
上午入院手术，下午就能出院的手
术患者会越来越多，更多患者将在
宁大附院享受到更多“最多跑一
次”举措带来的便捷。

我们多做，患者少跑

宁大附院多举措让患者“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次”

“医院开放日”，市民代表点赞宁大附院“最多跑一次”的加速度

看病难、看病累，一度成为隔在医患之间的硬伤。如今，随着“最多跑一次”活动

的深入开展，这一情况正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简称为宁大附院）悄然发生改

变：想看专家号，手机上就能预约；看完病，诊室里就可以结算诊费；入院出院，“一站

式”办理；一大批专家、名医下沉象山、北仑、慈溪等，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名医诊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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