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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很有耐心
石碓窝村区域面积大，人口居住分

散。村卫生室3名村医要负责辖区4600

多名群众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

务工作，可谓任务重、责任大。

3月2日9时许，记者来到石碓窝村

村卫生室，只见两名医生的屋内都有村民

在候诊。在记者采访赵德财医生的过程

中，曾几次被前来看病的村民中断。

“赵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很有耐心。

给我们看病，能用普通药就不用贵的药，

能少用药就不多用药。有了赵医生，我们

常见病、小病都不用出村了。”

“赵医生说话轻言细语，服务态度又

好。我们村里有这样的医生，是我们大家

的福气。”

……

听说赵德财被评为永川区2017年度

“十佳最美乡村医生”，候诊的村民争先恐

后地对记者说起赵德财的好，并由衷地竖

起大拇指。

74岁的李文芳患高血压、心脏病、胃

病多年。早上起来感觉头晕沉沉的，吃过

早饭，李文芳便来到石碓窝村找赵德财。

李文芳说，由于自己年老体弱，三天

两头就来找赵医生看病，而赵医生从来都

没有嫌他们老年人麻烦。

在为李文芳诊断时，听说李文芳看完

病要去镇上，赵德财还特意叫李文芳等他

看完后面几个病人，坐他的车一起到镇

上。

2017年3月，任姓村民不小心摔伤了

右脚。为了让这位村民的脚伤早点恢复，

赵德财隔两天就到村民家里为他换药。

就这样，赵德财坚持上门服务10多次，任

姓村民的脚伤恢复很快。

有一次，村里有一位村民脚受伤，因

不方便不能到村卫生室就诊。赵德财接

过电话二话没说，马上带着药具箱来到患

者家中为他诊治，没有半点怨言。

像这样耐心细致为村民服务的事，赵

德财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半夜出诊是常事
“赵医生行医17年，只要谁家有人突

发疾病打来电话，无论白天黑夜，不管刮

风还是下雨，他都会背上药箱赶过去。”

“当医生，没有点奉献精神，真是当不

了。”

正如村民说的，不知有多少个夜晚，

赵德财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接通电

话，在简单了解病人的情况后，他就会立

马背起药箱出发。

2017年9月的一个半夜，村民苟其德

的媳妇结石犯了。看到在床上痛得捂着

肚子的媳妇，苟其德拨通了赵德财的电

话。

在了解病人的病情后，赵德财立即给

城区某医院打去电话，介绍病人的病情，

随后驱车来到患者家中，和病人家属一起

把病人送到城区医院。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赵德财

说，对于他来说病人是最重要的，有些病

一刻也不能耽误。当看到有些地方的病

人因处置不及时延误病情，或因救治不及

时而离世的新闻时，他的心中就有一种说

不出的酸楚。在他的行医生涯中，他绝不

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对于赵德财为父老乡亲所做的事，村

民看在眼里。为了感激赵医生，谁家里的

柚子熟了、鸡鸭生了蛋，村民都会给他送来。

看到村民对自己的肯定，赵德财也更

加坚定，珍惜和村民长期培养起来的感

情。

解除病痛是他最大的快乐
“要做好一名称职的乡村医生，光有

敬业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备全面的

知识，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诊疗水

平。”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好，空闲之余，赵

德财都会翻看摆放在办公桌上的医学书

籍。

由于村卫生室人员少，赵德财经常利

用下班时间为村民进行预防保健，以及开

展慢性病患者随访等其他卫生工作，并及

时完成各种报表。除了接触慢性病病人，

还经常接诊一些感染性疾病患者。赵德

财没有因为怕脏而放弃本职工作，也没有

因为怕传染而拒绝收治病人。

乡村医生的事情多，也特别杂乱，但

却特别重要。他和另外两名同事除了做

好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外，每年

的春季和秋季，他们还要到乡村院坝给村

民宣传健康防疫知识。

过去一年，作为守护4600多名村民

健康的守护者，赵德财和他的两位伙伴接

诊病人1万余人次，到院坝宣传健康知识

10多次。

每当病人康复时，面对患者的感激，

赵德财说，作为一名医生，你来找我看病

是对我的信任，使你康复是我应尽的职

责，让你满意是我应尽的义务，解除每一

位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痛，就是我此生最大

的快乐。

赵德财为村民诊疗。

乡村医生虽然谈不上是卫生系统正式的医生，但生活在农村的乡亲却离

不开他们。

朱沱镇石碓窝村37岁的赵德财就是全区400多名乡村医生中的一员。

自2001年从医以来，赵德财一步一个脚印，凭着对病人的“热心、耐心、

细心”，先后获得2011年—2016年优秀卫生室室长、2016年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先进个人等殊荣。2017年，扎根农村、心系患者的赵德财又荣获永川区

2017年度“十佳最美乡村医生”称号。

“解除患者病痛是我最大的快乐”
——记永川区2017年度“十佳最美乡村医生”赵德财

本报记者 钟 梅 文/图

在花海中学插花

日前，青峰镇在千亩油菜花基

地举办了“我在花海中感受插花艺

术”活动。花艺老师现场为游客讲

授花艺知识，传授插花技巧。众多

游客在千亩花海中尽情发挥创造

力，将刚学到的知识灵活地融入到

自己作品中，创作出一幅幅别具匠

心的插花艺术作品。

记者 陈仕川 摄

三教镇：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切实维护学生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彭 粲）连日来，三教镇多措并

举扎实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为学生的安全保驾

护航。

一是强化措施，明确责任。召开校园及周边环

境综合整治专题会议，成立由三教镇安监办、镇社事

办、三教派出所和三教教管中心等职能部门相关人

员、各校（园）长为组员的领导小组，制定详实方案，

明确责任，细化措施，确保综合整治有序进行。二是

排除隐患，规范秩序。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大排查，

排查整治教室、食堂、厕所等建筑物以及办公设施、

用电线路、各楼层消防设施、运动场体育设施等设施

设备隐患两起；以食品摊点、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

放、违章载客等为重点，整治校园周边50米范围内

区域，切实规范周边秩序，努力为开学营造良好的环

境。三是加强管理，现场督查。到各校（园）实地全

面检查学校校园安保工作、值班工作、作息时间调整

告知工作，特别是严格落实门卫制度，严防因保安脱

岗或管理疏漏引发意外事故。

宝峰镇：

采取三项措施 抓好已关闭煤矿安全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喻文江）今年，宝峰镇将采取

三项措施，加强已关闭煤矿安全管理，确保已关闭煤

矿关死关严，严防死灰复燃。

据悉，随着全市小煤矿淘汰关闭工作的不断深

化，宝峰镇辖区内的6个煤矿已全部关闭。但多年

前关闭的煤矿由于时间推移，易出现井筒密闭设施

年久失修等情况。且随着近期煤炭市场转好，煤炭

非法、违法开采可能死灰复燃，对已关闭煤矿安全造

成极大威胁。对此，今年宝峰镇将采取三项措施：一

是建立已关闭煤矿安全检查常态机制。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宝峰镇加强对已关闭煤矿的安全监控预

警，建立健全常态巡查、检查、突发情况报告机制，确

保关闭煤矿封闭区域完好。二是建立已关闭煤矿非

法违法开采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宝峰镇积极调动当

地村民和周边群众，提高老百姓反映已关闭煤矿潜

在风险隐患线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并逐步完

善对已关闭煤矿非法、违法开采行为举报奖励制度，

公布举报电话等，及时对举报已关闭煤矿存在非法、

违法开采并查证属实的群众进行物质加精神奖励，

把已关闭煤矿死灰复燃、偷采等违法行为消灭在萌

芽阶段。三是加强已关闭煤矿周边群众安全宣传教

育。宝峰镇加大日常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矿井

周边群众安全保护意识，防止出现人员破坏密闭设

施到井内玩耍、洗衣、取水等冒险行为，避免群众生

命受到伤害。

五间镇：

“三加强”护平安
本报讯（通讯员 谢祥玲）今年，五间镇以“三加

强”抓好平安稳定及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百姓

平安。

一是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严格企业隐患“日、

周、月”排查制度落实，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类分级

监管；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煤矿及非煤矿

山、地质灾害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依法查究

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杜绝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力争企业标准化创建率达到80%。二是加强食品

药品安全源头管控。做好日常抽检检验工作，做好

动物防疫、检疫及日常养殖监管工作，力争牲畜免

疫密度达到100%，积极为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献力。三是加强综治平安和信访稳定工作。坚持

干部接访和下访，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统一大巡逻，

深入开展零距离走访，净化校园周边环境，打击“村

霸”和宗族黑恶势力，并结合流动巡回法庭等加大

法治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公民法纪意识。

日前，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在学校科技广场上举办了教师夫

妻包饺子比赛。比赛现场，9张桌子一字排开，桌面上摆满了

包饺子所需的擀面杖、饺子皮、肉馅等。9对参赛教师夫妇忙

碌地揉面、剁馅、擀皮、包饺子……分工合作，配合默契，旁边观

战的师生纷纷鼓劲加油，整个比赛竞争激烈又充满欢声笑语。

记者 陈仕川 摄

高校教师夫妇包饺子打擂台

重庆圆桂农机股份合作社位于南

大街谭家坝花椒田村民小组，理事长

周元贵是全市闻名的全程机械化种粮

大户，该社也是永川区第一个集稻谷

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销”农

业龙头企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

分别在来苏、南大街倒包土地 3000

亩，按照宜机化耕作要求整治后，从

耕地、栽种到收割烘干，基本实现了

全程机械化，还跨区域提供水稻社会

化服务。

该合作社现有固定员工12人，其

中女员工6人，刚好占一半。女员工在

水稻生产、加工、销售整个过程中，充

分发挥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男员工

主要从事机械操作和维修，女员工负

责生产管理和稻米加工，每个人都能

按具体分工独当一面，让合作社运转

有条不紊。

女员工郭俊清，在该合作社工作

七、八年了，算是合作社的“元老”，她

负责着整个3000亩地的生产指挥，从

备耕、栽插、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日常

管理到收割，全由她在安排。女员工

康厚连负责稻米加工和皮卡车驾驶和

农用物资分发、配送。两人可算得上

是合作社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在春种、

秋收季，清晨天不见亮就要起身到田

边，晚上八九点钟还在地里。有时夜

晚从地里回到合作社，还主动加班，加

工大米，或帮忙收晒。

办公室主任彭志凤，负责整个合

作社的办公管理、大米库房保管，销售

记账、收款、零星现金流水、倒包合同

管理、项目申报跟踪等一堆事务，工作

比较繁杂。就连理事长周元贵的岳

母，80高龄也没闲着，她负责合作社驻

地看管守护和零星现金支付出纳，相

当细心。炊事员温平，除了负责合作

社两桌人饭菜外，还抽空种菜，有时帮

忙加工大米、照看晒坝，见子打子，手

勤腿勤，头脑灵活。还有一个女同胞

叫闵秀芬，协助男同胞吴国祥负责来

苏大双庆村片区400多亩地的全程管

理……

据了解，该合作社拥有耕地、排

灌、插秧、收割、烘干、加工、储运等农

业机械近100台套，总动力达到1000

千瓦，固定资产总额达1000万元，成

为永川区第一个集稻谷生产、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产加销”农业龙头企业。

合作社之所以能有今天，少不了这些

女同胞的艰辛努力，她们真正为圆桂

合作社顶起了半边天！

合作社的“半边天”
——为重庆圆桂农机股份合作社的妇女们点赞

本报通讯员 张昌友

本报讯（记者 凌泽英 通讯

员 敖民极）近日，区教委组织召

开2018年高职单招、教师资格笔

试考试工作部署会。

会议指出，2018年高职单招

1701人参考、教师资格笔试2835

人参考。高职分类考试招生是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重要举措，

教师资格考试也是适应新时期教

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国家教育考

试。这两场考试正值全国“两会”

结束之际，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

进行，大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考

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会议

要求：一是各考点督考领导、考点

主考、副主考要全面加强各项考

试工作的检查、督促、落实，加强

巡视督查；二是区招考办根据重

庆市考试院考务培训会精神，做

好考点考务培训工作、各类考试

人员的培训工作；三是严格按照

指令操作，做好试卷分发、回收等

各项考务工作，做好考试各个环

节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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