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 玲）近日，重医附属永川医院神经内科收

治了一名33岁的脑卒中患者小李。小李在家时常常感到眩

晕，还伴随着恶心、呕吐。因为小李平常爱好喝酒，还常常熬夜

打游戏，刚开始以为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后来眩晕越来越重，才

到医院就诊，结果核磁共振显示，小李延髓左侧异常信号，考虑

脑梗死。

随着移动互联网及智能设备的普及，几乎人手一部手机。

然而，网络和手机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许多年轻人

通宵打游戏、看小说、逛淘宝。伴随着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一些疾病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呈现年轻化趋势。据

重医附属永川医院神经内科杨德雨博士介绍，脑梗死，又称脑

卒中、中风，近年来呈现年轻化趋势。酗酒、吸烟、熬夜，不爱运

动，高油高脂高糖饮食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都是常见的致病原

因。因此，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积极查找原发病并治

疗乃是青年人远离脑梗死的关键。

纠正不健康生活方式
让青年人远离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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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欧阳超、何晓利夫妇之女欧阳贝昔遗失由

重庆市永川区集爱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编号：P500009335，声明作废。

▲刘毅、孔令娅夫妇之女刘师妤遗失由重庆

市永川区人民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C500999999，声明作废。

▲邹向清遗失商贸城B馆1117号租赁合同

保 证 金 发 票 一 份 ，金 额 5000 元 ，发 票 号 ：

SK0000069771，声明作废。

永川区规划局城乡规划修改公告

建设
工程
设计
方案
修改

项目名
称

协润·凤
凰世纪
城四期
方案调
整

项目位
置

永川区
凤凰湖
工业园
B-01-
1地块

申请修
改单位

重庆协
润置业
有限公
司

修改事宜

1.由原10栋高层调整为9栋高层，户型、
布局、建筑高度、立面相应调整。2.37号商业
调整为36、37号两栋商业。3.幼儿园由二层
调整为三层、三个班调整为四个班。4.物业用
房、社区用房调整到西侧新增的38号、39号
楼。5.总平面布局相应调整。

公示地点

永川区规划局
公示栏、项目现
场、永川区规划
局网站、行政服
务中心电子公

示栏

公示时间

2018年10
月10日至
2018年10
月16日

联系方式

49899553
陈先生

永川区规划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工程建设信息公开专栏网站：

http://qzf.cqyc.gov.cn/col/col78/index.html

公 告
为了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现

将各级网上信访渠道公告如下：国家信访局网上信访

http://www.gjxfj.gov.cn/wsxf/

重庆市信访办公众信息网http://www.cqxfb.gov.cn

重庆市服务群众工作信息平台http://www.qgcq.cn

永川区政府门户网 http://yc.cq.gov.cn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2018年6月

信访办公室

他从中医学校骨伤科专业毕业，

工作后进修麻醉科，任职手术室主

任；

他见证了骨科从无到有，从医

生、护士比病人多的科室发展成拳头

科室的全过程；

如今，他一人管理3个病区，科室

业务量占全院住院数1/5-1/4，个人

每年主刀手术600余台；

他不停学习提高，鼓励年轻医生

至少每人掌握一门高、精、尖的专业技

术，带出膝盖、髋关节方面的骨干医

生，带了3名研究生；

管理团队中，他告诉大家要驱除

杂念，医生和护士相处会比与家人相

处的时间更多，所以绝不允许拉帮结

派，科室管理好了才对病人有利……

他就是区中医院骨科主任、主任

医师彭志才，同时他还是重庆医科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

骨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

进会手法诊疗分会常务委员，重庆市

中医药学会骨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26年来，他先后荣获“永川区十大杰

出青年”“永川区名中医”“重庆市第三

届优秀青年中医”等称号。

善心引发专业选择
彭志才上世纪70年代出生在青

峰镇牌坊坝村。因靠山而居，交通不

便，信息闭塞，求医问药十分不便。在

他儿时记忆中，从家里到青峰场镇要

走两小时，若遇大点的病得走七八十

里路进永川城，很是辛苦。彭志才10

多岁时，奶奶生病，家人抬出去看病的

情形历历在目。山区环境艰苦，不时

有村民受伤或断骨，但错过医治时机

而致残者不少。

种种苦难情形撞击着彭志才的心

灵。他原本喜欢文学、考古，但为了让

更多病人得到救治，高中毕业他毅然

选择了学医，考进重庆中医学校（现并

入重医中医学院）骨伤科专业。

4年里，彭志才打下了牢固的基

础。他一心想着，将来工作了，做一名

合格的医生，帮助更多人解除病痛，恢

复健康。

毕业分配进中医院
1992年，彭志才分配到原永川市

中医院（现区中医院）。当时医院没单

独的骨科，没专门的骨科医生，似乎他

所学的骨伤科专业无用武之地。

工作两个多月后，彭志才外出

进修麻醉。1 年后归来，恰逢手术

室成立，他担任手术室主任一职。

在这里，他的急救能力有了大幅提

高。

1995 年，医院由一位老主任提

纲成立了骨科。1996年，彭志才进

入骨科。当时条件依然很差，又没专

用设备，整个科室只有几个住院病

人，医生、护士比病人还多，几乎门可

罗雀。

1997年，彭志才去重庆中山医院

（重庆外科医院）骨科进修。带着目的

性去学习，他收获不小。1998年7月

返回区中医院后，急诊、四肢、脊柱、半

髋关节置换等骨科手术陆续开展起

来。最初担心手术做不好，他就请中

山医院的老师来亲自指导，手把手地

教，之后逐渐独立开展手术。

业务精进务实干
骨科在医院一班人的摸索中前

行。2003年，彭志才担任骨科主任，

他又到新桥医院外科学习半年。随

着设备、仪器的逐步完善和先进技术

的开展，2005年至今，他每年主刀手

术600多台，忘我工作，只为病人早

治早好。去年春节前一天，彭志才排

了14个手术，从早上8点过，一直忙

到晚上9点过。周六周日，他都会抽

半天时间到科室，看看病人，心里才

踏实。

过硬技术是立足之本。大安街道

的老陈68岁，因多节段腰椎滑脱、伴

侧弯，椎管狭窄，脊髓神经压迫，脊柱

疼了10多年，睡觉时下肢都伸不直，

平时弓着走。最要命的是，其解剖结

构完全看不清楚。然而，彭志才硬是

凭借20多年来积累的丰富临床经验，

打固定、复位、解压、融合。术中出血

多，阻碍手术，输血3000余毫升，花了

6个多小时完成了这例高难度手术

……这也是他当医生以来最艰难最复

杂的一台手术。彭志才作为主刀医

生，带领医疗团队，手术做得很成功，

9月29日，入院1个多月后的老陈出

院回家。

手术中站久了，足底、足跟疼得触

摸不得，膝关节根本蹲不下去，他就晚

上回家烫脚、按摩缓解；到了饭点手术

没做完，长期不能按时进餐，他患上了

胃病；大手术前，不能多喝水，避免手

术期间上厕所，他连夏季也可以整天

不喝一口水……“当然，一次手术做上

七八个小时的，毕竟还是少数，1个多

小时的手术是常态。”采访中，彭志才

摩挲着一个脊椎关节模子，手术酸甜

如话家常，十分平静。

医德是做人之要。有位20多岁

的女病人小张，因患神经鞘膜瘤，到许

多大医院看病时都说要截肢。然而，

对于一个还未结婚的女人来说，截肢

未免太残酷。经过会诊，彭志才给她

做了切除术，再做了化疗、放疗，目前

小张病情控制得不错。一位巨大脊索

瘤患者，因反复做过手术，家中经济条

件差。为此，彭志才号召科室成员帮

助筹款。他坚持每年献血 400毫升，

至今已献血4000多毫升，献血的当天

仍然上手术台。

在彭志才的带领下，在科室医生

护士的配合下，区中医院骨科成为全

院拳头科室，目前已设置骨一科、骨二

科、骨三科共3个病区，长期200余人

住院治疗。彭志才还主持完成了成都

中医药大学校基金科研项目《骨痹汤

对膝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及滑液中IL-

1β、TNF-α 影响的实验与临床研

究》、永川区自然科学基金计划项目

《自制消肿酊对创伤及术后肿胀疼痛

的临床研究》等，在各级期刊发表论文

10余篇。

带出一支好团队
“我到各地大医院进修学习，提高

业务技能。我也希望团队医生能够勤

学善悟，建设一支完美的团队。”彭志

才说，2015年他去重庆大坪医院学

习，晚上和周末他还抽空给研究生讲

课等。重庆新桥医院教授、全国有名

脊柱外科专家初同伟，重庆大坪医院

骨科主任刘鹏，重医大骨科主任罗作

荆等都是他的老师。彭志才谦虚好

学，技术日益精进。脊柱手术风险高、

难度大，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

败非死即残。所以他将主要精力花在

脊柱方面，努力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多年来，彭志才在不同医院学习，

发现医生之间矛盾尖锐的科室搞不

好，实力也会大受影响。所以他希望

科室成员驱除私心杂念，发挥自己的

特长，培育优秀团队服务患者。首先，

要求医生要学会做人，要有崇高医

德。“在医生眼里，病人没有高低贵贱，

只有对生命的重视和珍视。”其次，大

力支持年轻医生外出学习进修，掌握

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彭志才与全国

各地大医院都有联系，只要科室医生

愿去学习，他都鼓励，且进修学习时与

在医院工作期间待遇不变。其三，设

备投入大幅度增加，对医生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显微镜、椎间孔镜、关节镜

等的出现，骨科逐渐向微创发展。脊

柱微创近年每年达300例。但微创术

有其适用性、局限性，就像世上没有神

医、神药。彭志才很务实，也很清醒，

他踏实做业务、善管理、带队伍，从不

虚冒浮夸。其四，对成功开展新技术

实行绩效倾斜，科室、医生都有奖。他

努力培养有理想、愿意干的年轻人，希

望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专长，

对病人更有利。

如今，区中医院骨科医生、护士之

间关系融洽，成了最团结的优秀科

室。他常说，医生与护士，比与家人相

处的时间还长，看不惯别人自己也不

愉快，没必要。

“你不怕别的医生名气大过你

吗？”得知区中医院骨科12名医生中，

除本科学历外，研究生、硕士就有7

名，平均年龄30多岁，人们或许会有

疑问。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始终要退出

这个舞台。培养更多年轻人，形成良

性循环，对医院长远发展、病人需求都

有好处。”彭志才说，一个医生的精力

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年轻人不断

成长，科室发展越来越好，病人受益，

这也是他的最大心愿。

善心大爱
——记区中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重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彭志才

本报记者 凌泽英 文/图

本报讯（通讯员 唐忠芬）重阳将

至，10月10日，永川区惠永水务有限

公司主要负责人带领部分志愿者，走进

来苏镇敬老院，慰问敬老院的老人们，

并给他们送去了价值近7000元的牛奶

和营养麦片。

近几年来，惠永水务有限公司

一直心系来苏镇敬老院的老人们，

每逢佳节都会到来苏镇敬老院看望

老人，给老人们带去了许多快乐。

在当日的活动中，惠永水务有限公

司志愿者们帮助老人们打扫卫生，

与老人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

情况和健康状况，为他们送去了牛

奶和营养麦片，让老人们过上一个

幸福的重阳佳节。

爱心企业敬老院里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张 玲）重阳节将

至。10月9日下午，板桥镇卫生院党支

部全体党员到板桥镇敬老院开展爱老

敬老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黎小玲为老人们宣

讲慢性病防治健康知识讲座，主要是各

种慢性病的防治及高危诱发因素，提醒

老人们平时加强锻炼，增强自身抵抗

力。其他党员志愿者为老人们测量血

压、心肺听诊、测血糖等，遇行动不便的

老人，志愿者们还到床旁为他们进行检

查。志愿者们详细询问老人们的身体

状况，耐心细致地分析病情，讲解卫生

保健知识、注意事项、饮食安全、合理用

药等卫生常识，认真解答老人们关于常

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愈后疑难问

题。最后，党员志愿者们为每位老人发

放板蓝根冲剂、蛋糕、米饼等常用清热

药品及慰问品，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板桥镇卫生院党支部开展重阳爱老敬老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 灿）为进一步加强辖区中小学校秋冬季

传染病的防控工作，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近日，陈食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医务人员组成督导小组，深入到陈食辖区

13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学校传染病防控督导行动。

督导小组通过现场查看的方式，督查了学校传染病防控工

作建设、预案建立完善情况。重点查看了晨午检记录、消毒记

录、教室通风、饮用水安全、学生及教师传染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等情况。让学校师生了解了流感、流行性腮腺炎、手足口病、水

痘等一些常见传染病的基本知识，掌握了预防措施。

陈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督导行动彭志才抽空查看自己的手术病人。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9日下午2时，区新闻社志愿

者摄影队走进吉安镇敬老院，为 30

余名孤寡老人免费拍照，帮他们留

住美好回忆。后期他们会将拍好的

照片洗出来，做成相框赠予老人。

据了解，区新闻社从 2013 年开

始，每年坚持为全区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留守妇女、老兵等免费拍照，

并制作成精美相框相送，让他们的

照片能更好地存放和观赏。

图为区新闻社志愿者摄影队为

老人留住灿烂的一瞬间。

记者 刘 灿 摄

10月10日，由区卫生计生委主办、区精神卫生中心承办的

2018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在文曲广场举行。来自区精

神卫生中心、疾控中心、人民医院等单位的医务人员通过义诊、

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为广大市民科普心理健康知识，解

答相关政策问题等。旨在呼吁社会关心精神卫生事业，关注精

神疾病患者。

图为医务人员为市民解答精神卫生相关知识。

记者 陈仕川 摄

区新闻社：

为孤寡老人免费拍照 帮他们留住美好回忆

健康心理 快乐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