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临床上以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

型病例可出现多尿、多饮、多食、消瘦等表现，

即‘三多一少’症状……”11月12日，医护人员

给市民宣传糖尿病知识。

当日，南大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

行“女性与糖尿病——我们拥有健康未来的

权利”义诊宣传活动。义诊现场，医护人员给

市民免费测血糖、测血压，建立监测卡，发放

预防糖尿病宣传资料、现场解答糖尿病患者

的各种医疗咨询等。旨在提高广大市民的防

病意识，了解糖尿病的危害，改善生活中的不

良行为，控制血糖，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发病

率、致残率、死亡率。

记者 陈仕川 摄

街头宣传糖尿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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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永川日报》三

版刊发了 28 岁的年轻姑娘徐

云芳多年来坚持照顾奶奶的感

人事迹。在她刚踏出大学校门

还没有经济基础时，她为了照

顾奶奶，每天早晚都要坐车或

骑车在朱沱镇的家和何埂镇的

服务单位之间往返。有人看她

太辛苦，劝她把奶奶交给家里

其他人照看，搬到镇上来住，她

只说：不放心，放不下。第二年

她的经济条件稍好一些了，她

就带着奶奶住到了何埂镇租住

的小屋里，让奶奶安度晚年。

简简单单的一句“放不

下”，让很多读者为这个年轻姑

娘的孝心孝行动容。明面上

看，徐云芳“放不下”的，是她年

迈体弱的奶奶，而实际上，徐云

芳“放不下”的，是她孝老爱亲

的责任担当。

面对责任，“放下”容易，

“放不下”很难。因为“放不

下”，即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奉

献。笔者认为，徐云芳最难得

的不仅是有孝心，还有实实在

在的孝行担当。她只是孙女，

在民间来说这已算“隔辈”，即

使奶奶对她有很大的养育恩，

即使她有那份孝心，但她可以

有很多理由表示“心有余而力

不足”，比如她才刚参加工作，

她才 28 岁，她要忙事业，她要

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尽情享受青

春，但她没有，而是选择了“在

奶奶生病期间，每天喂饭、擦身

体、换衣服、端屎端尿”，在当上

村小老师后，因为村小离镇上

较远，她仍然没有选择“放下”，

而是牢牢地把孝老爱亲的责任

抓在手里，担在肩上。“每到周

末，她都要带上奶奶最喜欢吃

的水果零食和常用药品去看奶

奶，为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孝老爱亲是公民道德建设

工程的重要部分。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

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

民。”永川素来就有很多这样“放不下”孝老爱亲

美德的模范，如2014年感动永川人物——双石镇

的邹修昭，瘫痪婆婆因为她的照顾活到了104岁

高龄；同样是2014年度感动永川人物的带着盲母

上学的唐洪；仙龙镇照顾盲人婆婆多年如一日的

两个好儿媳兰胜凤、鲁孝聪；大安街道服侍丈夫

姑婆、大姐的向喜维；宝峰镇无私照顾家人的段

祖连……现在又有了孝敬奶奶的徐云芳，她们的

嘉言懿行既为永川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也激励着

我们以她们为榜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把小

家庭建设好，让社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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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的午后，一场秋雨连绵而

至。吃过午饭，周希林挎上15斤重的诊

疗箱出发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周希林

的步履很匆忙。“第一户患者需要输水、第

二户是回访，得空还要去王吉秀家看看。”

老人一边走一边计划着下午的“路线”。

路上，不时有村民和他打招呼。“我生在朱

沱、长在朱沱，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有感情，

人老了，就把根扎在这里了！”

是呀！从医52年，从青春少年到白

发苍苍，年逾古稀的他将一生情感都倾注

在了这个叫做朱沱镇涨谷村的乡村深

处。蜿蜒崎岖的小道，老人深深浅浅的脚

印，连同他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都见证

着他的付出。如今，早已是儿孙绕膝、含

饴弄孙的年龄，他却依然背着医药箱走村

串户，坚持为乡亲们看病，还兼职做起了

“乡贤调解员”。

年过七旬坚持行医
精瘦，是老人给人的第一感觉。随着

年龄的增长，老人手背上的血管更加突

出，一双手显得苍劲有力。每天，老人的

诊室都会有患者前来看病，诊桌前，老人

耐心的号脉、辨脉、问症、开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几年前，替人看了一辈子病的周希林

退休了。可谁也没想到，退休后的第二

天，周希林就将“医务室”搬进了自己的

家。“在这里为村民看了一辈子的病，村里

哪个人身体啥子状况我都清楚，还是闲不

下来啊！”为这事，周希林没少和老伴拌

嘴。

一张诊桌、一柜子书、两个随诊箱、两

个透明药柜，以及里面摆放整齐的各类药

瓶，简洁整齐地构成了周希林的“家庭医

务室”。“老了，背不动了，大的诊疗箱有

20斤重，小的15斤，我现在只能背小箱子

了。”老人指着药柜上的诊疗箱说。

52年前，周希林立志学医的那一天

起，他就告诉自己，要扎根乡村，服务涨谷

村老百姓。十块、五块、两块……在周希

林的卫生室，看病通常只需要给这样的价

钱。在他看来，让病人少跑路、少费钱、少

吃亏，就是作为医生最大的职责。

在85岁的王昌平老人看来，周希林

是她除了儿子外最亲的亲人了。王昌平

唯一的儿子在新疆打工，一年难得回永川

一次。平日里，就是老人独居。而周希

林，成了这里的常客。除了给老人看病，

他还顺带给老人买点补品、水果，帮老人

打扫卫生。而对于老人的诊疗费，都是纯

义务的帮忙。

“你一不为钱，二不为名，你图啥子

哦！”周希林的种种善举总会遭来村民的

不解。儿子、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条件很

好，但老人就是舍不得“挪窝”。“我走了，

我的病人怎么办？”周希林总说。

涨谷村是个市级贫困村，有不少独居

老人。去杨云煌家看病，总是要帮他把水

缸里的水装满；王昌平有心脑血管病，用

药要温和一些……尽管自己也是一位年

过古稀的老人，但病人的病情乃至生活状

况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念好调解经
在涨谷村，乃至整个朱沱镇，和周希

林名气一样大的还有设在他家里的乡贤

评理堂。

为人谦和的周希林在52年的行医生

涯中，听了太多患者与他闲聊的东家长西

家短。起初，周希林还是当个笑话来听，

后来，周希林意识到这些纠纷虽小,但是

一旦没解决好或者处理不当，就极有可能

转化为治安刑事案件，影响一方平安。于

是周希林开始利用行医之便，主动帮助村

民调解纠纷。

都说基层工作难干，调解工作更是家

长里短的繁琐事居多，可谈起自己的工

作，周希林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每当

调解成功一起纠纷，一种幸福感就会油然

而生，就觉得付出再多、再辛苦都值了。”

周希林说。

周希林的乡贤评理堂可不是简单的

民间调解，他还将自己研究多年的六种

“控怒”消减法传授给村民。从医52年，

周希林除了拿手的针灸、推拿、按摩外，还

多年潜心钻研中医治“心病”。他觉得，中

医所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

情病”，最可怕的还是一个字“怒”。而处

理村民纠纷矛盾中，最易见的也是因“怒”

而引发的矛盾。

于是，周希林自创六种“控怒”消减

法，包括：脱离现场、冷淋法（夏日使用）、

深呼吸、打沙袋、大声叫、按穴位，并广泛

向村民宣传讲解。

随着周希林参与调解的矛盾纠纷越

来越多，他的热心与公正逐步传开，名

气也越来越大。涨谷村人口多，矛盾也

不少，哪家夫妻吵架了，哪家儿女和老

人闹矛盾了，哪家和邻居有纠纷了，只

要是周希林知道了，他肯定会上门帮助

调解。

“我的手机就是热线，每天24小时开

机。”周希林笑呵呵地说。

闲事不好管
幽默、乐观、有责任感，最终让周希林

赢得村民的尊敬和认可，也为他的调解工

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是这份社会责任

感，让周希林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

2016年，涨谷村要修建一条村级公

路。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却因为一件小

事让整个工程耽搁了下来。原来，公路要

占用村民周某的部分土地，由于地里正栽

种着玉米苗、苕尖，周某坚决不允许动

工。村支两委多次上门协商未果。涨谷

村党总支书记周仕忠找到周希林，希望他

能出面调解。

周希林二话不说接下了“任务”。周

希林以“自家人”、“老辈子”的身份找到周

某，与对方沟通。哪知周某并不给“面

子”，依旧坚持己见，阻扰施工。眼看工程

耽搁了大半年，周希林急得嘴角长泡。多

次约周某见面，对方就是不肯现身。一气

之下，周希林当着大伙的面，把周某田里

的秧苗扯个精光。这下，周某反倒懵了。

周希林质问到：“你就开个价，你土里的东

西值多少钱？为了这点钱，你耽搁工程这

么久，你好意思吗？涨谷村本来就是贫困

村，现在要修路发展产业，你还要阻扰，你

好意思吗？”一席话，说得周某张不开嘴。

“我看土里这点庄稼最多300块钱，我给

你买了！”说完，周希林从口袋里掏出300

块钱，塞到周某手中。

耽搁半年之久的工程终于得以顺利

推进。周希林心中的大石也落下了。

前不久，村民刘某找到周希林反映其

家庭纠纷，刘某与丈夫夏某结婚后一直与

婆婆王某居住，王某现已年近八十，又身

患糖尿病卧床不起。刘某既要照顾孩子，

又要侍候老人，生活负担极重。王某其他

六个子女对王某不闻不问，极少到家探

望，王某对此十分不满，请求周希林的帮

助。

周希林得知这一情况后，分别同王某

子女及其邻里了解情况，得知王某现在同

小儿子一家生活，其余六个子女均做生

意，家境殷实。今年以前王某的六个子女

均不定期给与赡养费，让其请保姆照顾自

己。由于王某瘫痪在床，今年年初保姆辞

掉工作，只能由小儿媳刘某一人照顾。因

为不再请保姆，六子女也不再给与赡养

费。

周希林与老人王某交谈后，了解到其

愿意在小儿子家生活，但是其他子女不来

探望让她十分伤心，她希望一家人和睦相

处，同时子女要尽到赡养义务。周希林随

后通知王某七个子女前来商量解决方案，

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喻之以法的说

服教育，让王某的几位子女意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均表示愿意对老人进行赡养，每

月每人支付300元赡养费。

周希林说：“看着大家皱着眉头来，带

着微笑走，心情总是特别舒坦。”他还总结

出“七字诀”、“五心”作为工作指南：即牢

记一个“勤”字，克服一个“畏”字，不忘一

个“访”字，紧扣一个“法”字、讲清一个

“理”字、突出一个“情”字、围绕一个“和”

字；“五心”即“信心、耐心、细心、热心、爱

心”。

“每天都会有磕磕绊绊的事情发生，

但是只要是找到我，我就要管，能帮忙的

一定帮忙。”这就是周希林的心里话。 就

是这样，周希林利用行医之便服务社会，

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维护一方

平安，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他的热心与才

能也引起了朱沱镇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注

意，特将其评为“朱沱镇乡贤”并颁发“乡

贤调解员”聘书，共同参与到平安朱沱的

建设中来。

爱管“闲事”的乡村医生变身调解员
——记2017年度“感动永川人物”候选人、朱沱镇老中医、新乡贤周希林

本报记者 涂 燕 文/图

周希林正在整理诊疗箱。

20120177年度年度

““感感动永川人物动永川人物””候选人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 杨 雪）11月11日，区中医院开展了“贯彻

落实十九大精神、促进健康中国发展、中医中药中国行——重

庆市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暨名中医义诊活动”，为300余

名市民提供了义诊服务。

活动现场，重庆市名老中医何高星，永川区名中医李斯

梅、陈国秀、彭玲等9名中医专家在区中医院门诊大厅义诊，

为来诊病人指导饮食和合理用药，认真解答群众关于中医药

保健养生的问题。“不用排队领取专家号，轻松就能让名医给

我看病，这样的活动真好！”义诊现场，69岁的沈女士激动地

说。

当天义诊现场还为市民提供免费测量血压服务，发放健

康宣传资料。据悉，当天上午共为300余位市民提供义诊服

务，发放中医科普资料600余份。

中医专家义诊服务 300余名市民受益

重庆咏春拳馆将赴广东
参加咏春拳国际比赛

本报讯（张国钦）13日，笔者在坐落于永川的重庆咏春拳

馆了解到，重庆咏春拳馆将派出教练、学员9位，参加于11月

24日至26日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的“武动中国·咏耀世界”国

际咏春拳大赛。

此次比赛，支持单位是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主办单位是广东省武术管理中心（广东省武术协会）。13日上

午，笔者在备战现场看到，教练和学员正在研究备战方案，力争

能在此次咏春拳国际大赛赛场上获奖。参赛选手有李易胜、龙

碧波、李洋等9人。

据了解，重庆咏春拳馆于2015年在我区设馆，两年来，已

招收学员近500名。

青城路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彭维平)11月10日，青城路小学邀请萱花

消防中队官兵进校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当天演练活动现场，随着消防警报的骤然响起，全校师生

迅速撤离教室，疏散到学校的安全地带——操场。接着，萱花

消防中队官兵通过校园广播为全校师生进行了消防知识宣

讲。随后，部分师生在消防战士的指导下，进行了利用灭火器

灭火现场操作演练。全校师生以班级为单位参观消防战士开

来的消防车，消防战士认真详细地讲解了消防车上的装备及功

能，火灾发生时的应对措施，自护自救技能和相关消防安全常

规知识，同时，消防官兵还为师生演练穿消防服、戴头盔，让师

生们亲自体验如何做个消防员。通过开展消防演练，增强了师

生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自救能力，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本报讯（记者 钟 梅 通讯员 喻 军）近日，记者

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区今年有意参

加就业培训的127名农村贫困劳动力完成应训尽

训。

为针对性做好技能扶贫工作，促进农村贫困劳

动力脱贫增收，今年7—8月，区人力社保局联系区

扶贫部门和民政部门，集中利用两个月时间，对全

区2017年1月1日以来认定的3411名劳动年龄段

内农村建卡贫困户和低保户人员的就业培训意愿

进行调查摸底。根据摸底情况，9—11月，指定在博

域职业培训学校组织了三期以养老护理、家政服务

为主的就业技能培训。至此，我区今年有意参加就

业培训的127名农村贫困劳动力完成应训尽训。

我区农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培训完成应训尽训

变更通知
AC世纪城全体业主：

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原定于2017年11

月13日举行AC世纪城1号楼商业加观光电

梯的听证会，现更改为2017年 11月 16日

14:30分在AC世纪城物管办公室举行。

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
2017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