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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永、王晓梅夫妇之子张坤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QQ500160880500160880，，声明作废声明作废。。

▲▲重庆聚欧机械加工厂遗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重庆聚欧机械加工厂遗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

胡豆坪村河面屋基社的营业执照副本胡豆坪村河面屋基社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5880081259915001185880081259，，声明作废声明作废。。

▲▲张辉明张辉明、、许希琼夫妇之女张渝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许希琼夫妇之女张渝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证号：：CC500999999500999999，，声明作废声明作废。。

停电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10kV汇府二线全线将于2018年04月20日00:00-07:

00进行用电设备检修，具体停电明细如下：

10kV汇府二线:凰城华府小区(#4、#5、#6公配用户)、重

庆利安物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金东长和置业有限公司。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

2018年4月16日

早高峰车流不息
交巡警扶盲人过马路

本报讯 4月7日上午，一则

赞扬永川交巡警扶盲人过马路

的帖子在永川某论坛发表，并附

有照片，引来众多网友议论，纷

纷赞扬交巡警的暖心之举。

4月7日早上，永川交巡警

第一勤务大队辅警崔洪波在名

豪红绿灯路口执勤时，看见一位

行动不便的盲人杵着盲棍，不断

用手杖敲打地面试探着向马路

上前行，该十字路口现

在正是早高峰时间，车

辆繁多，盲人通过马路

十分危险。崔洪波立即

快步上前搀扶老人。

为确保盲人老太太

的安全，崔洪波详细问

其路线，原来她是附近

体育馆居民，年龄60多

岁，准备到老街去买点

日用品，对周围的道路

其实非常熟悉，但当时

人流量和车流量都很

大，街上声音嘈杂，她有

点分辨不清方向，所以

不敢贸然前行，接连试探了好几

次都没敢过去。还好，遇到了正

在名豪执勤的交巡警，崔洪波搀

扶着老太太的胳膊穿过名豪十

字路口，送到对面的人行道上，

崔洪波还关切询问老人，需要他

送她到目的地去吗?并叮嘱她，

以后出门最好有人陪伴，不要独

自一人过马路。

（区交巡警支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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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何小何，，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娃娃

娃长得不错哦娃长得不错哦！！今天我来给你做个全今天我来给你做个全

面的检查面的检查！”！”近日近日，，在金龙镇嘉阜村记在金龙镇嘉阜村记

者见到乡村医生曹明平者见到乡村医生曹明平，，她正在专心她正在专心

致志地给产妇小何看病致志地给产妇小何看病。。

主动放弃镇卫生院的稳定工作主动放弃镇卫生院的稳定工作，，

回到金龙镇嘉阜村白花卫生室从事乡回到金龙镇嘉阜村白花卫生室从事乡

村医生工作村医生工作，，一干就是一干就是1818年年，，在偏远在偏远

的嘉阜村默默守护着全村的嘉阜村默默守护着全村50005000多人多人

的健康的健康，，她就是永川区她就是永川区20172017年度年度““十十

佳最美乡村医生佳最美乡村医生””曹明平曹明平。。

继承父嘱立志乡村继承父嘱立志乡村
金龙镇嘉阜村位于茶山竹海脚金龙镇嘉阜村位于茶山竹海脚

下下，，地理位置偏僻地理位置偏僻，，村里大多是留守老村里大多是留守老

人和儿童人和儿童，，曹明平就出生在这里曹明平就出生在这里。。在在

20002000年的时候年的时候，，嘉阜村贫穷闭塞嘉阜村贫穷闭塞，，缺缺

医少药现象十分严重医少药现象十分严重，，村民看病要走村民看病要走

几个小时的路才能到附近的场镇看几个小时的路才能到附近的场镇看

病病。。面对这种情况面对这种情况，，曹明平毅然不顾曹明平毅然不顾

家人的反对家人的反对，，放弃了镇卫生院的稳定放弃了镇卫生院的稳定

工作工作，，只身回到金龙镇嘉阜村白花卫只身回到金龙镇嘉阜村白花卫

生室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生室从事乡村医生工作。。

““受父亲的影响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当医我从小就想当医

生生，，给村里那些没钱治病的村民治给村里那些没钱治病的村民治

病病。”。”曹明平说曹明平说，，自参加工作后自参加工作后，，她就成她就成

为了金龙镇卫生院的一名医务工作为了金龙镇卫生院的一名医务工作

者者。。由于生在嘉阜村由于生在嘉阜村，，长在嘉阜村长在嘉阜村，，所所

以深知嘉阜村极度贫穷闭塞以深知嘉阜村极度贫穷闭塞，，村民最村民最

缺乏的就是能够对症下药的好医生缺乏的就是能够对症下药的好医生。。

于是于是，，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她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回到嘉毅然回到嘉

阜村白花卫生室从事乡村医生工作阜村白花卫生室从事乡村医生工作。。

““虽然这里条件没有镇卫生院好虽然这里条件没有镇卫生院好，，但可但可

以第一时间救治病人以第一时间救治病人，，所以我从来没所以我从来没

有后悔过有后悔过。”。”

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19931993年曹年曹

明平成为了永川区第一批获得乡村医明平成为了永川区第一批获得乡村医

生资格证的乡村医生生资格证的乡村医生。。随后随后，，她还利她还利

用业余时间参加重庆电大函授学习用业余时间参加重庆电大函授学习，，

获得药学管理大专文凭获得药学管理大专文凭。。通过勤奋钻通过勤奋钻

研研，，曹明平的诊疗技术水平得到了很曹明平的诊疗技术水平得到了很

大提高大提高，，为更好的服务群众提供了有为更好的服务群众提供了有

力保障力保障。。

情系群众解决疾苦情系群众解决疾苦
从事乡村医生工作以来从事乡村医生工作以来，，曹明平曹明平

认真对待就诊的每一位患者认真对待就诊的每一位患者。。在在

20142014年年11月的一个夜晚月的一个夜晚，，本村低保户本村低保户

万荣良因受凉肺气肿万荣良因受凉肺气肿、、肺心病急性发肺心病急性发

作作，，接到他家人打来的电话接到他家人打来的电话，，曹明平不曹明平不

顾一天的疲倦与寒冷顾一天的疲倦与寒冷，，立刻赶到他家立刻赶到他家，，

对病人进行抢救对病人进行抢救，，使病人得以脱险使病人得以脱险。。

后又经过十多天的护理与治疗后又经过十多天的护理与治疗，，万荣万荣

良的病情得以好转良的病情得以好转。。看万荣良家庭经看万荣良家庭经

济比较困难济比较困难，，曹明平只收取了连成本曹明平只收取了连成本

都不够的医药费都不够的医药费。。

本村五保户向孝远本村五保户向孝远，，因患偏瘫多因患偏瘫多

年年，，无人照顾无人照顾，，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了了

解情况后曹明平主动上门解情况后曹明平主动上门，，为他免费为他免费

治疗治疗，，耐心讲解偏瘫的康复知识耐心讲解偏瘫的康复知识，，还帮还帮

他做康复训练等他做康复训练等。。

““曹医生医术好曹医生医术好，，心眼好心眼好，，真是一真是一

名好医生名好医生。。对于经济条件困难的患对于经济条件困难的患

者者，，曹医生一直是采取赊欠医疗费待曹医生一直是采取赊欠医疗费待

其条件好转后再偿还或者直接免费治其条件好转后再偿还或者直接免费治

疗的形式疗的形式，，为患者排忧解难为患者排忧解难。”。”在采访在采访

中中，，6060多岁的吴光毕老人谈起曹明平多岁的吴光毕老人谈起曹明平

医生时连连竖起大拇指医生时连连竖起大拇指。。

公共卫生领跑全镇公共卫生领跑全镇
村卫生室不仅肩负着农村的常见村卫生室不仅肩负着农村的常见

病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多发病的诊疗工作，，而且承担着配而且承担着配

合上级主管部门及当地卫生院做好公合上级主管部门及当地卫生院做好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共卫生服务工作。。曹明平对全村新生曹明平对全村新生

儿进行普查登记儿进行普查登记，，及时上报及时上报，，做到无漏做到无漏

登登、、无错登无错登，，建证建证、、建卡率达到建卡率达到100100%%；；

坚持上门做产后访视坚持上门做产后访视；；在各种传染病在各种传染病

预防宣传中预防宣传中，，每次都是将宣传资料发每次都是将宣传资料发

放到各家各户放到各家各户，，真正做到家喻户晓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每年两次入户到各家开展家庭医每年两次入户到各家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随访服务生签约随访服务，，免费为村民进行健免费为村民进行健

康体检康体检，，发放宣传资料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国家医保宣传国家医保

政策及惠民政策政策及惠民政策。。为全村为全村50005000多人多人

规范建立了健康档案规范建立了健康档案，，尤其为本村的尤其为本村的

高血压病人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和重型精神糖尿病病人和重型精神

病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病患者建立了健康档案，，并纳入慢病并纳入慢病

管理管理，，提供每提供每33个月一次的上门随访个月一次的上门随访

服务服务。。每年配合卫生院为每年配合卫生院为6565岁以上岁以上

老年人进行一次健康体检老年人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并及时将并及时将

体检信息存入档案体检信息存入档案。。

““医者父母心医者父母心。”。”这是曹明平说得这是曹明平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最多的一句话，，从医以来从医以来，，她从不随便她从不随便

开大处方开大处方。。她说她说，，村民赚钱不容易村民赚钱不容易，，希希

望能帮助他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望能帮助他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病。。尽尽

自己所能为村民们消除病痛自己所能为村民们消除病痛，，保百姓保百姓

之安康之安康。。

3月23日、24日两天之内，我区发生三

起肇事逃逸案件。接到报警后，永川区公安

局交巡警支队事故处理及预防大队快速反

应，迅速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固定证据，在极

短的时间内迅速锁定肇事嫌疑人及车辆。

迫于警方压力，三名肇事逃逸人员已先后到

公安机关投案。

案件一：超速、无证、肇事逃逸案

3月23日20时20分，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的高某驾驶无牌照二轮普通摩托车（赛

摩），从文曲路往水韵书香方向行驶，行至水

韵书香路段时，由于超速行驶来不及做应急

处置，与王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相撞，造成

自身、王某及一名路人三人受伤，车辆损坏，

事发后高某逃离现场。

接到报警后，事故大队办案民警立即开

展调查走访工作，到案发周边走访、查找证

人，但由于肇事车无牌照，寻找困难。随后

办案民警调取查阅案发地点周边监控视频，

发现高某搭乘摩托车逃离轨迹和最终落脚

点。办案民警前往该地点摸排，找到了搭乘

高某逃离车辆的主人，车辆主人向民警提供

了高某线索。迫于警方压力，3月25日上午

9时许，肇事驾驶人高某在办案民警的催促

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陈述了自己肇事逃

逸的事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案件二：顶包、逆向行驶、肇事逃逸

3月23日22时20分，李某驾驶小型客

车从临江往永川方向行驶，行至同心苑路段

进行超车时，与对向车道驾驶普通摩托车的

廖某相撞，造成廖某重伤。次日，廖某经医

治无效死亡。事发后李某弃车逃逸现场，其

女朋友到现场顶包。在讯问过程中，李某女

友王某露出太多破绽，在办案民警法制宣传

教育和政策攻心下，王某如实交代犯罪肇事

驾驶人是李某。李某在得知叫人顶包的事

情败露后，于3月24日下午到公安机关投

案，如实陈述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案件三：顶包、肇事逃逸

3月24日5时35分许，陈某驾驶小型轿

车从金科中央公园城方向往新太子酒楼方

向右转时，与停放在路边的小型客车发生碰

撞，造成两车、附近围墙损坏的交通事故，事

故发生后，陈某弃车逃离现场。

接到报警后，办案民警立刻赶到现场调

查取证，这时陈某女友龙某叫来朋友何某顶

包，在做笔录时何某露出破绽，交代了替陈

某顶包的事实。民警欲通过龙某找到陈某，

但龙某拒不承认陈某肇事逃逸和找人顶包

的事实，并拒绝提供陈某线索。这时，肇事

车辆主人被找到，为陈某母亲，陈母得知车

辆出事后，非常配合警方侦查工作，却仍然

联系不上陈某。直至3月25日上午，民警才

联系上陈某，告知陈某到交巡警支队投案。

中午时分，陈某到公安机关投案，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永川交巡警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

致人伤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以后，一定不要存

有侥幸心理，认为一逃了之就没事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

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

十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

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

（区交巡警支队供稿）

永川交巡警两天破获三起逃逸案件

扎根山村守护乡亲健康
——记永川区2017年度“十佳最美乡村医生”曹明平

本报记者 张 玲

留守妇女免费学厨艺
4月16日，在仙龙镇一间教室里，来自永川区同创培训学

校厨师（中式烹调师）培训班的“大厨”通过理论与实作的方式，

为该镇50名留守妇女讲解了烹饪技能知识，为她们就业创业

开通绿色通道。

据了解，同创培训学校将在仙龙镇仙龙场、张家场、大磨

场、粉店场等地开设电工、焊工、厨师（中式烹调师）、育婴师等

培训专业共9个班，培训约450人，培训20天左右。培训对象

为重庆户籍（本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培训结束后，由区人社局安排组织考试。此次培训旨在实施精

准扶贫，帮助辖区群众提高技能、稳定就业、提高收入。

图为“大厨”指导学员放佐料。

记者 陈仕川 摄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运动会开幕式

创意无限 精彩纷呈

日前，航天飞机、长征七号火箭、054A护卫舰......一一亮

相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运动场。这不是军事演习，是重

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第十届春季田径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强军爱国”是本次开幕式上的最大亮点，该校学子将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爱国热情融合进创意的花车中，展现了城科

学子们担当新时代使命，奋发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和

为实现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此次为期两天的运动会分教

工组和学生组，师生们将分别参加50余个项目的比赛。

图为“海陆空三军”走过主席台。

通讯员 朱 睿 摄

红樱桃之爱
——发生在果园主人遭遇车祸后的感人故事

本报记者 凌泽英

“走哦，去箭杆寺村摘樱桃，果园主人因车祸受伤住院，樱

桃熟了没办法摘去卖。”眼下，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4月13日

下午，区集爱医院陈女士、何女士在朋友圈发出此消息。随后

的4月14日、15日在吉安镇箭杆寺村上演了感人一幕。

原来，出车祸的是吉安镇箭杆寺村二组的蒋陆华、蔡有富

夫妇。夫妻俩在箭杆寺村种有40余株樱桃树、700余株李子

树。他家唯一的女儿现在重庆工商大学读书。近日，樱桃陆

续成熟。4月13日清晨，蒋夫妇俩背了10余公斤樱桃，骑摩

托车去仙龙镇卖。不料，发生车祸，夫妻俩均受伤住进了重医

附属永川医院治疗。其亲戚唐春抽空到医院帮助照料蒋夫妇

俩，还利用周末到果园帮忙打理；亲戚陈聪还在朋友圈发起义

摘义卖，于是便有了50余人趁周末驱车前往果园采摘购买的

风景线；其亲戚何享莲等到果园帮忙采摘销售等，希望受伤的

夫妻俩尽快好起来。

据了解据了解，，入园采摘樱桃入园采摘樱桃1010元元//斤斤，，目前樱桃仅有少量目前樱桃仅有少量。。但但

55月底将有李子陆续成熟月底将有李子陆续成熟，，唐春希望热心市民到时前往体验采唐春希望热心市民到时前往体验采

摘摘，，也帮助这对夫妻渡过难关也帮助这对夫妻渡过难关。。

胜利路街道：

主题党日实践活动送教关爱粉店小学
本报讯（记者 苏 鸿）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强化尊师重教，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促进永川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为建设区域性教育中心、

办人民满意教育提供坚强组织保证。4月13日下午，胜利

路街道机关党总支、胜利路教管中心党委、红旗小学党总支

联合开展了“结对支持乡村教育，送教关爱粉店小学”主题

党日实践活动。

活动中，胜利路街道党总支向粉店小学捐赠了价值约4

万余元的10台电脑；红旗小学党总支向粉店小学赠送了价

值2000元的体育用品，党员教师还奉献了一堂精彩的音乐

课，两位党员书法教师为学校现场书写了5幅书法作品，为

学校建设增加了文化艺术氛围。红旗小学还与粉店小学签

订了《教育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含：开展跟岗学习、师生结

对、校本教研等活动，形成会商共建机制、定期交流机制、资

料共享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