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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区召开“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派出所消防业务培训会

本报讯（许锐 全媒体记者 梁惠）5 月 16 日下午，

船山区组织召开“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派出所消防

业务培训会。船山区各派出所分管消防工作的民警、

辅警参加了会议。

会上，船山区消防大队大队长陈强分析了全区火

灾形势，对此次新修订的《消防法》中公安派出所应履

行的职责和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重点讲解，并对“防

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进行

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要提高认识，认清专项行动的重要意

义。各单位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好这次专项行动，

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明确工作责任，掌

握检查重点、标准和要求，坚决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公安派

出所要认真履行新修订《消防法》规定的监管职责，加

强对群租房、“多合一”场所、高层建筑、公共娱乐场

所、宾馆饭店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隐患的排查和整

治，分门别类建台账、列清单，跟踪推进整改到位。要

营造氛围，提升消防宣传工作成效。要立即行动起

来，深入居民小区、沿街商铺、群租房等场所，持续开

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典型火灾案

例、逃生自救方法和消防安全常识等内容，努力提升

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区总工会第二期活力健身操
训练营正式开班

本报讯（唐阳 全媒体记者 杨雨）5 月 13 日晚，

区总工会第二期活力健身操训练营正式开班。课堂

上，学员们跟随教练的指挥，在动感十足、欢快热烈的

伴奏乐中，旋转跳跃、律动舒展，充分展示着力与美的

结合，迸发出船山人的热情和活力。

据了解，活力健身操训练营是船山工会面向职工

群众的精神普惠项目之一，旨在树立职工群众“我运

动、我健康、我美丽”的生活理念，以积极向上的精神

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为保证锻炼质量，训练

营采取了小班教学、滚动开班的模式，每期限定 25 名

学员参与。自训练营开营以来，深受职工群众的好

评。后续，区总工会还将组织开展民族舞训练营、形

体气质提升营等。

区妇联、区残联
关心关爱贫困母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5 月 10 日，区妇联、区

残联工作人员一行来到桂花镇瓦窑村开展“花开五月

天·情暖母亲节”活动。来自桂花镇瓦窑村、金井村等

村的 20 余名贫困母亲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中，区妇联、区残联对“洁美家庭”贫困母亲

代表进行了慰问，为她们送上了米、面、油等生活物

资，并鼓励她们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树立坚强的信

心，在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过上更好的生活。

活动中还开展了关爱女性健康知识讲座、家政就

业指导以及“以购促扶”等相关活动。

唐家乡举办干部读书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5 月 14 日，唐家乡党

委举办干部读书班，学习财务相关知识，并就脱贫攻

坚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举办读书班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乡干

部整体素质，打造一支能够在政治上更加坚定、知识

上更加丰富、能力上更加过硬、方法上更加有力的基

层人才队伍。希望全体干部要保证学习质量，丰富学

习结构，善于学习交流，从思想上、行动上深入贯彻本

次学习成果，并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取长补短，自我

提升，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干好工作的强大武器，造

福地方百姓，实现自我追求。

据了解，这是唐家乡今年第二次开展读书班活

动。为加强干部队伍，在今后的工作中，唐家乡还将

不定期举办读书班活动，提高干部素养和知识储备。

最近，家住船山区永兴镇的贫困户老

谌心情不错，因为家里建新房了。

在船山区永河农业园纪工委扶贫干

部雷鸣的陪同下，记者来到老谌家里时，

房子已经开始砌砖墙，老两口正热火朝天

地挖土回填院坝。看到记者来了，谌大叔

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忙着搬凳子，心情愉

悦。

“等房子整好了，我们要在这儿打个

院坝，种点花花草草，就像你们城头的一

样！”谌大叔兴奋地介绍着他的规划。

老谌今年 65 了，老伴小他 2 岁，两个

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早年间，两口子

为供儿子上大学，借了不少的债。孩子毕

业后在外打工又受伤成了残疾。老两口

就靠着务农的收入，辛苦多年才勉强把账

还清。

近年来，眼看着村里家家户户修起了

新房，而自家的房子却越来越破，老谌看

在眼里急在心上。“当时，我也想出去打份

工多挣点钱，但是老伴有晕病，家里离不

得人。后来，自己也得了病，做不了重活，

家里的几亩地也种不出来了……”谈起当

时的光景，谌大叔记忆犹新。

2014 年，村委会通过民主评议将他们

家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解决了低保和

医保等问题。2017 年底，雷鸣和谌大叔家

进行了“结对”帮扶。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他家时的情

形：低矮的堂屋一片昏暗，只有瓦缝间透下

些光亮。房间里杂乱地堆满了灰扑扑的家具

和农具。饭桌上，一碗泡咸菜和米饭便是老

两口的午饭。”雷鸣告诉记者，看到此情此

景，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可是老两口似乎挺知足。谌大叔说：

“感谢政府，我们生活有低保，看病有医

保，土地也流转了。我还养了几只鸡，卖

了蛋也有点零用钱，比起前几年，日子好

过多了。”但是，一提到房子，谌大叔的神

情就黯淡了。

原来早在 2016 年，村委就把他们家纳

入了易地扶贫搬迁，但他们不愿离开老

宅，拒绝搬迁，所以村委只帮他们进行了

危房改造。可改造后并不能解决黑暗、低

矮、拥挤的状态。于是，房子便成了老两

口久而不愈的“心病”。

只有住上了好房子，才能真正过上好

日子啊。作为一名帮扶干部，雷鸣总想着

为他们做点什么。“当我买下老谌的土鸡

蛋离开时萌生了一个想法——通过养鸡

帮助老谌增收。”雷鸣说道。

“养鸡还是得行，就是不敢养多了，怕

蛋卖不掉、更怕亏钱。”在雷鸣多次建议

下，谌大叔始终有所顾虑。

“卖蛋的事情你们放心，土鸡蛋在城

里是紧俏货。只要你们把鸡养好，我一定

照土鸡蛋的市场价帮你们卖出去。”雷鸣

对两个老人保证到。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雷鸣每周都坚

持往他们家跑一两次。宣讲政策、整理屋

子、摆摆龙门阵……去的次数多了，谌大

叔对雷鸣的态度也由开始的客气变得亲

切起来。

在雷鸣的劝说下，谌大叔扩大了养殖

规模，不到半年时间，家里的母鸡就孵了

好几茬小鸡。鸡群从原来的十几只发展

到了七八十只，每天可收三四十枚蛋。为

了便捷地把蛋卖出去，雷鸣时常组织同

事、朋友上门开展以购助扶活动。遇到产

蛋高峰期，雷鸣微信朋友圈的订单常常被

“挤爆”。现在，谌大叔家的蛋已经有了一

个较固定的客户群，蛋的销路不愁了。

谌大叔常念叨：“你比我家孩子还亲，

要不是你帮我们打开鸡蛋销路，我们家的

生活还不知怎么过下去呢。”谌大叔的话

让雷鸣心里很温暖。

2018 年底，谌大叔说要修新房，已去

村委报批了。雷鸣诧异地问他们：“是不

是要借很多钱啊？”谌大叔说：“还完账后

存了点钱，前两年不敢用，怕没钱养老。

现在有扶贫政策，我们自己也还能挣点。

娃娃虽然有残疾也在打工挣钱。钱还是

要借些，修了房，可以慢慢还嘛。”谌大叔

的话里话外都透着自信，竟和初见时的情

形完全不同了。

现在，新房就要建好了，谌大叔的儿

子谌刚也回来了。谌刚不顾腿上的残疾，

每日埋头干活，似乎想用忙碌来偿还多年

来对父母的亏欠。雷鸣问谌刚将来如何

打算，他说等把房子修完，还是要出去挣

钱还账，不能再让老人操心了。“女朋友

呢？什么时候耍？”雷鸣开玩笑地问到。

谁知谌刚脸红着说：“这次回来没地方住，

下次带她回来。”听了这话，谌大叔老两口

乐得合不拢嘴。在雷鸣看来，压在谌大叔

心头多年的“心病”真的是好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脱贫致富贵在立

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

的坎。相信住上新房后，谌大叔一家的生

活会越过越好。 （全媒体记者 梁惠）

杨才智儿时因一次发烧救治不当，患

上了小儿麻痹症。不甘心被命运屈服的

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帮助身边的人消除

病患。从小他刻苦学习，终于走上了从医

之路。从医 25 年来，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忠实地诠释着救死扶伤的职业使命，他被

小区附近的居民们称为受敬重的好医生。

怀揣梦想
走上从医路

4 月 21 日，记者在位于船山区明霞路

120 号的杨才智仁爱诊所看到了身患残疾

的杨才智。只能勉强行走的他正穿梭于

门诊室与留观室，忙着给病人治病。他脸

上始终带着微笑，双目放射出坚毅的光

芒。他说：“当得知自己患病的情况后，便

立志要做一名医生。”

杨才智告诉记者，30 多年前，由于一

次发烧救治不当，自己患上了小儿麻痹

症。经过治疗和锻炼，他身体恢复了一些

机能，基本能走路。起初，杨才智不能接

受残疾的现实，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没多大

用处的残疾人。治病期间，自己和医生接

触多了后，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伟大，不

仅能给患者祛除病痛，工作时还不需要大

量运动，这正适合自己目前的情况。

于是，杨才智便萌发了当医生的念

头。经过努力学习，1991 年顺利考入卫

校。在学校期间，他博览群书，努力学习

医学知识。毕业后，杨才智向很多医院投

了简历。但由于身体的缘故，他的简历如

石沉大海般“音讯全无”。他迟迟没有等

到医院的聘用通知，为了完成自己的梦

想，杨才智选择了自己创业开诊所。

1994年，在家人的支持下，杨才智的私

人诊所“杨才智仁爱诊所”正式成立。治病

救人的过程中，身体上的不便，让杨才智时

常体力不支。但艰辛的创业路并没有让他

退缩，诊所一开便是 25 年。“能利用自己的

一技之长，帮助患者让我非常有成就感。”他

告诉记者，这样的工作状态自己很喜欢。

不断学习
要为居民服好务

“创业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开诊所

需要医生医技好，这样才会有病人来就

诊。”杨才智说，创业初期，主动到门诊就

医的病人很少。大多都是家人、朋友推荐

来的患者。

业务量少并没有动摇杨才智坚持从医

的决心。“刚开始，你是年轻人别人不相信

你的技术。这也是人之常情。”杨才智认

识到患者少的原因，于是他一直坚持学

习，不断充实自己。在无患者就诊时，他就

抓紧时间看医学方面的书。在充实自己的

同时，他还时刻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每

当有患者看病时，他都会耐心倾听，用心服

务，甚至深更半夜有患者敲门求医，他也会

毫不犹豫接诊，没有半点怨言。渐渐地，杨

才智的医技得到了市民们的认可。

为了让诊所更好的发展，去年，杨才

智主动到遂宁市中心医院学习康复理疗

技术。他想在诊所增设理疗服务项目，让

社区居民能就近享受理疗服务。

谈起对诊所未来的规划，杨才智说，

居民们信任我，我也要不断更新自己的医

疗理念，增加医学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居

民服好务。 （全媒体记者 蒋毅）

从医25年 居民叫他“好医生”
——记船山区残疾人创业典型杨才智

老谌的“心病”好了

一周 快讯

“遂理一家亲”
影展在宽窄巷子举行

5 月 20 日上午，“遂理一家亲·共绘

同心圆”主题摄影展，在成都市著名旅

游景区宽窄巷子举行。45 框 100 余幅

图片，集中展示了遂宁、理县两地的特

色人文、秀美风光，以及对口帮扶成效

等内容，展览将举办到 5 月 31 日。

这 次 影 展 正 式 拉 开 了“ 遂 理 一 家

亲·共绘同心圆”活动周成都专场的序

幕。据悉，5 月 20 日起，“遂理一家亲·
共绘同心圆”活动周将在成都、遂宁、

理县三地陆续展开，期间将举办产业

协作签约、特色农旅产品推介、特色旅

游 及 民 俗 文 化 产 品 推 介 、“ 遂 理 一 家

亲”品牌发布等多场特色活动。

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