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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通讯员
王玥丁） 2017 年，区总工会职工服
务中心按照“应援尽援、全面覆盖”原
则，切实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为陈
以良等12名“被下岗”职工讨回了7.9
万元经济补偿和失业金赔付。

陈以良等 12人原是重庆某门业集
团有限公司职工，均在该公司从事安

装工作，2017 年 2月初，重庆某公司
以经营不善为由，单方面口头通知与
陈以良等12人解除劳动合同，令其不
再来上班，并拖欠 2017 年 1、2 月工
资和拒付经济补偿金等因劳动合同解
除应支付的费用。

“被下岗”的陈以良等 12 人多方
奔走维权，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受

理后，签约律师毛立志根据12人不同
的案件事实、劳动关系和诉求情况进
行了详细记录和具体分析，并安排两
名律师为陈以良等 12 人提供法律援
助。

通过收集相关证据和整理案件事实
材料，考虑到该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执
行回款难度较大，权益无法及时得到保

障的实际情况，律师向陈以良等人解释
告知了诉讼、举证等相关法律程序，在
征求本人意见、得到同意的前提下，对
12 个劳动纠纷案件确定了“诉讼先
行，调解为佳”的办案思路，在律师的
援助努力下，历时3个多月，陈以良等
12人成功获得7.9万元经济补偿和失业
金赔付。

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

区总工会为12名“被下岗”职工讨说法

本报讯 （记者 郭思云） “叮铃
铃……”日前，重庆商务职业学院校园
里响起了下课铃声。大一学生晋川收拾
好书本便急匆匆来到学校食堂二楼。这
天，他和同学要去给食堂阿姨们帮忙，
让她们能够多休息一会儿。

来到食堂餐盘回收处，晋川穿上了
印有“守望天使团队”的蓝色背心，拴
好围裙，开始了工作。他熟练地从窗口
接过同学们递过来的一幅幅碗筷，然后
整齐地码放到一旁，不一会儿就装满了

一箱。接下来的一小时是食堂最忙碌的
一小时，全校约四、五千人涌向这里用
餐。要一直在这里帮忙。

“学校食堂二楼只有5位食堂阿姨，
工作量很大。”晋川说，“短短一小时，
已经数不清收了多少碗筷，觉得特别
累。食堂阿姨们每天都要做这些，感觉
她们真不容易。”

食堂阿姨卢登芬已经在这里工作
了三年时间，学校上课期间几乎每天
晚上十一点前后睡觉，六点左右起

床，为学校师生们搞好后勤保障。经
过几天的相处，卢登芬越发喜爱这些
工作认真、活泼开朗的“守望天使”。
她说，这些孩子很能干，能吃苦，他
们的帮助让工作轻松了很多，心情也
愉快起来。

晋川是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守望天使
团队的一名志愿者，守望天使团队组织
了包括他在内的80多名学生志愿者到学
校食堂开展“让食堂阿姨休息一小时”
志愿服务活动，利用中午、下午休息时

间帮忙收拾碗筷、打扫清洁等，让阿姨
们的工作能够轻松一些。

“守望天使”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志愿者们前期调查发现，食堂阿姨
们的工作量很大程度上和同学们的个人
习惯有关。团队组织这次活动就是让同
学们亲身感受食堂阿姨工作的辛苦，养
成良好的用餐习惯，同时让大家在志愿
服务中提高认识，提高道德水平，努力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合格建
设者。

本报讯 （记者 赵杰昌 文/图） 1月6
日，一场精彩的人物形象设计秀在大学城龙湖
U城天街B馆举行。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文
化产业管理学院造型化妆班的24名应届毕业
生带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走秀作品，充分展示
了大学生的青春风采。

据了解，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文化产业
管理学院2015级共有服装专业、人物形象设
计专业等近百名毕业生。其中，造型化妆班的
24名学生历时4个月，每人独立完成一套人物
形象造型的设计。记者在现场看到，由模特展
示的24个人物造型分为欧式风、新中国风、
浪漫唯美风3个系列。一些学生还通过童话故
事、中国风等元素，创作出“暗黑缪斯”、“蓝
海之星”、“惊鸿墨羽”等创意作品。该学院
2015级美容班的学生现场展示了他们的毕业
设计作品，如团扇扇面制作、京剧元素的美甲
制作、手工无添加的口红制作等。

（图为1月6日，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
生展示人物形象设计作品。）

“守望天使”让食堂阿姨多休息一小时

高校毕业生
“秀”时尚

近日，我市举办首届“最美医务工
作者”发布大会，评选出了30名爱岗
敬业、忠诚履职、乐于奉献的医务工作
先进典型。区中医院骨伤科主任杨昌国
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58岁的杨昌国从小立志学医，
从医35年来，一直坚持“医者仁心，以
人为本”的行医宗旨，传承和弘扬中医
文化，潜心钻研、开拓创新，赢得了患
者和家属的广泛好评。被评为“重庆市
中医医院专科（专病）技术骨干”、“沙
坪坝区卫生系统医学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沙坪坝区名中医”、“沙坪坝区首
届名中医师带徒”老师，先后担任重庆
市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等职务。

正骨复位
出生7天患儿绝境逢生

下午4点多，记者来到区中医院骨
科诊室时，只见杨昌国正在给一名骨折
患者诊察。见记者到来，他客气地说：

“我现在停不下来，请稍等一下。”在等

待的半个多小时，他认真向患者询问病
情、查看片子、开处方、敷药、推拿复
位……忙得团团转。

“对我来说，每次行医过程都如履薄
冰，患者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容不得
丁点儿马虎”，杨昌国说，虽然自己治好
的患者不计其数，也受到了大家的肯
定，但每次对待患者仍然慎之又慎。因
为他深知，每一位患者将健康相托，作
为医生一定要专注、专业、用心治病。

杨昌国擅长治疗骨折、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症等筋骨病和类风湿关节
炎、风湿热等风湿病。在他接诊的患者
中，上至90多岁的老人，下至未满月
的新生儿。2014年，一名患儿家属抱
着出生仅7天的孙子不慎滑倒，造成婴
儿踝部骨骺骨折并踝关节脱位。家属将
孩子送到医院，医生仅对其进行简单固
定，叫其观察，待长大后再手术。

担心小孩长大后不能正常走路，家
属辗转多家医院求治，都没有得到有效
治疗。家属经多方打听后，找到了杨昌
国。“像这样特殊的患者我也是第一次
遇到。治疗起来难度很大，不能有半点

闪失。”杨昌国说，因新生儿太娇嫩，
骨骺部骨折可能影响日后骨骼发育，长
大后患肢会出现短小的情况，因此治疗
时要求一次性准确复位，不可反复整复
和X线（辐射损伤），新生儿皮肤对夹
板的要求也特别高，不可压迫损伤。

经过仔细查看分析后，杨昌国立即
运用正骨手法进行闭合复位，他细心触
摸患儿肿胀的踝关节，轻轻按摩减轻肿
胀，同时感受断端错位情况，心领神
会，并按照欲和先离原则，一次性反
折，再微微挤压微微动摇，感觉复位满
意后，用薄棉作内垫，将事先塑形好了
的小夹板安放妥当，最后用绷带包裹，
不到5分钟，高难度的接骨复位术圆满
完成。

X片显示，患儿复位成功。家属为
稳妥起见，将X片带到北京找专家确
诊，会诊意见为：“维持外固定，不必开
刀”。痊愈后，家属给杨昌国送来了一面
写有“七天婴儿遭骨折，重病难医；一
双妙手治痊愈，绝境逢生”的锦旗。

杨昌国还用中药治疗一弱精症患
者，其一直没有生育，经过杨昌国的治
疗后，多年“难言之隐”意外有了明显
改善。去年3月，患者喜得贵子，给杨
昌国发来感谢短信：“庸医粗陋蚀钱财，
老少忧；大医精诚送贵子，合家欢。”

辩证论治
追求中医低价高效医道

杨昌国说，中医讲究的是辩证论
治。在实践中，他严谨而灵活运用古
方，收到很好疗效。他用仲景“黄芪桂
枝五物汤”化裁治疗颈椎炎等慢性病、
用“十枣汤”化裁治疗膝关节滑膜炎
等。除传统针灸推拿外，力推新的中医
药适宜技术，追求“重中参西、低价高
效”的医道。

杨昌国还对区中医院骨科创始人杨
升民丰富的临床经验进行总结，同时结
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以整合修改后定
稿，上报市药监局审批通过，使沿用了

几十年的经验药方第一次有了合法身
份。另外，他独创了治疗痛风、蜂窝组
织炎、丹毒、无名肿毒等病用的“解毒
散瘀软膏”，治疗老年骨关节炎、滑膜
炎、骨质疏松症等用的“壮骨蠲痹软
膏”，两款软膏已获市药监局审批通过。

医者仁心
时刻为病人着想

杨昌国不但医术精湛，医德也很高
尚。在多年从医生涯中，他坚持“能吃
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的原
则，坚决杜绝过度检查和治疗。每天慕
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尽管再忙，他
都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在就诊的高峰
时间，经常不能按时下班。

杨昌国始终将治病救人放在第一
位。在母亲和爱人重病期间，他仍坚守
在临床一线，为病人服务，下班回家后
又拖着疲惫的身体照顾起家人。去年3
月，由于双方母亲及妻子生重病，在一
个月时间里，他失去三位至亲，面对沉
重的打击，医院的同事和患者都十分心
痛，劝他好好休息，但杨昌国化悲痛为
力量，没有休一天丧假，默默无闻地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

除坚持承担临床一线诊疗工作外，
杨昌国还从事中医骨伤科教学及带徒工
作，承担中医经典著作、医古文、中医
方剂学、针灸推拿学的教学任务，担任
沙坪坝区第一批和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他经常教
导年轻医生要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对待患者要有爱心和耐心，让患者感受
到亲人一样的关怀，设身处地为病人着
想，让他们能少花钱、看好病。

“看病很容易，但要治好病不容
易，正确、有效的疗法才能解决病人的
病痛。行医至今，病人给了我很大的成
就感，给了我更多的信赖。”杨昌国表
示，能让患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是他
最大的快乐，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让患者恢复健康是我毕生的追求”
——记重庆市首届“最美医务工作者”杨昌国

●记者 赵杰昌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吴楠） 1月 5日、6日
晚，大型创新跨界融合舞台剧《秘境云南》在
重庆师范大学校友会堂连演两场。该剧由玉溪
聂耳竹乐团和玉溪师范学院师生共同参与创作
演出，通过运用大量各类特色民族竹乐，配以
歌声和舞蹈语言的叙述手法，展现了云南少数
民族血脉中流淌的文化记忆和世代传承的文化
基因，给观众带来一场竹文化视听盛宴。

据悉，在云南26个民族中，千百年来广泛
流传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构造独特且各具
不同性能、特色鲜明的民间乐器，其中80%以
上的乐器为竹制乐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
目——《秘境云南》正是这样一台立足于云南
民族竹制乐器，以云南独有的特色民族民间打
击乐为主，创新性地将云南独一无二的民族民
间器乐演奏及原生态民族歌舞融合为一体的主
题演出。演出以“竹”为主线，共分为 《林
子》《寨子》《街子》《日子》4个篇章，生动展
现了来自云南少数民族子民每天经历的林子、
寨子、街子、日子等生活场景，呈现他们血脉
中流淌的文化记忆和世代传承的艺术基因。

“这部剧让人眼前一亮，它将竹乐的演奏
与原生态的民族歌舞融为一体，很有震撼
力。”观看演出后，市民纷纷表示，演出意境
悠远，画面感十足，让人对云南竹乐的文化印
象深刻。

“该剧拉开了我区2018‘青年艺术家绽放
计划’文化主题活动的序幕。”区文化委负责
人介绍，此次借《秘境云南》走进重庆师范大
学演出，也是希望为重庆与云南两地青年学子
及艺术家提供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为进一步
调动沙坪坝区内外艺术单位和青年艺术家“倾
情服务人民，倾心创作精品”的积极性，为老
百姓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在去年的基础上，
今年将继续举办“青年艺术家绽放计划”文化
主题活动，包括“文化迎春·艺术为民”中央
芭蕾舞团慰问专场演出、沙坪坝区文艺创作座
谈会、“拥抱新时代 唱响沙坪坝”原创歌曲
征集推广活动、青年艺术家走进重庆之声——

“精彩人生”直播间等多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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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模范村地下停车库顺利启动了土石方开挖工程。据
了解，该地下停车库位于土湾街道，充分利用地下空间，结合
现有模范村社区公园实施建设，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拟
建泊位数约1300个。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土湾片区停
车难问题。

（记者 喻庆 摄影报道）

模范村地下停车库开工

1月5日，中国邮政发行了《戊戌年》特种邮票。该套邮票
图案内容分别为：犬守平安、家和业兴，全套邮票面值为2.40
元。《戊戌年》生肖特种邮票是第四轮生肖邮票的第三套。图为
当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沙坪坝区分公司三峡广场营业
室工作人员展示狗年生肖《戊戌年》特种邮票。

（记者 孙凯芳 摄影报道）

狗年生肖特种邮票发行

遗失启事
沙坪坝区部分计生特殊家庭对象需要住院发票原件享受保险，因原件遗

失，改用复印件，需要登报证明。现把对象姓名、住院时间、所住医院、住院

票据印刷编制号4项内容登报，以便下一步保险理赔工作，具体信息如下：

1. 回龙坝：曾荣芳，2017.4.16-2017.4.21，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2016] No.005359596。

2. 回龙坝：何兴贵，2017.4.1-2017.4.8，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坝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2016] No.005359596。

3. 青木关：李忠敏，2017.2.7-2017.2.16，重庆市沙坪坝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2016] No.005359596。

4. 沙坪坝：曾五林，2017.9.29-2017.10.4，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

[2016] No.005359596。

5. 沙坪坝：洪克容，2017.2.17-2017.2.27，重庆市中医院，[2016]

No.005359596。

6. 石井坡：邱礼强，2017.5.27-2017.6.6，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2016] No.005359596。

7. 土湾：陶纯玉，2017.7.7-2017.7.11，重庆市肿瘤医院，[2016]

No.005359596。

重庆市沙坪坝区计划生育协会
2018年1月8日

杨昌国正在为患者诊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