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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应急救援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近年来，黔江区卫生计生委在区委、区政府

统一部署下，对黔江区卫生应急中心精心指导，
以建立健全内部运行机制为抓手，以提升职工素
质为目标，抓好抓实卫生应急工作，圆满完成数
个大型医疗应急救援保障工作。

把握重点，全面推进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为进一步加强卫生应急工作管理，黔江区卫

生计生委专题召开医政、中医和卫生应急工作
会，总结了以往卫生应急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加
大基层卫生应急工作指导力度，督促检查20次，
对16个基层单位进行了一对一的卫生应急管理
方面的培训；开展为期2天的野外拉练活动，同
时加大实战演练力度，各个医疗卫生单位共组织
卫生应急演练28次，医疗机构参与率100%，医
务工作者参与率85%以上。

黔江区在现有的监测网络基础上，将重庆市
卫生应急决策系统纳入常态化管理，监测网络数
据有效整合，实现了事件报告信息化、监测预警
自动化，充分利用120调度平台及时发现处理公
共事件。认真开展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管理工作，
组建了风险评估专家库，召开了专题培训会，布
置有关工作，并在重庆市风险信息登记系统中录
入20条风险隐患数据，对已整改的风险点进行
消除，实行了动态化监管。

多措并举，高质量圆满完成各种医疗保障
荣获国家卫生城区的黔江区众多大型活动

纷至沓来。万众瞩目的“2017中国山地马拉松
系列赛重庆黔江站”热力开跑，黔江区卫生计生
委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做好医疗应急保障
任务，着力建设“快速反应”机制，为山地马拉松
提供有力保障。为了给参赛运动员提供更加及
时有效的专业救治，黔江区卫生计生委和区卫生
应急中心分别制定了医疗保障工作方案和任务

细解，一一落实卫生应急队伍、消防官兵、红十字
志愿者、蓝天救援队等精兵强将共计278人，共
出动3辆应急机动指挥车，18 辆救护车和蓝天救
援队8辆工作车。现场救治伤病员266人次，为
运动员康复治疗318人次；第三届“中国跑客节”
活动中，在黔江区卫生计生委的统一安排下，黔
江区卫生应急中心协调黔江中心医院、黔江区中
医院、黔江民族医院和小南海镇卫生院等有关医
疗卫生单位的志愿医务人员建立多个医疗保障

点，出动多辆救护车，车上均配备有2名志愿服

务医护人员和常用的急救物资。统筹做好活动

现场的医疗救助保障工作。今年以来，还保质保

量完成了“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联盟”活动、多彩

中华第二届少数民族电影展映活动、黔江区乡镇

街道流动现场会活动、“龙翔黔江”低空（直升机）

旅游产品试飞活动等40个大小不同规模的医疗

保障任务。

以赛促学，切实提高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

今年，黔江区卫生计生委组织了全区卫生计

生系统13支队伍共计39人参加全区卫生计生系

统卫生应急技能竞赛，并遴选出9名优秀选手参

加重庆市卫生计生委举办的卫生应急技能竞赛，

在全市52支队伍共计396人参加的竞赛活动

中，经过激烈的角逐，获得了重庆市卫生应急技

能竞赛优秀组织奖、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项目

一等奖、突发中毒事件处置项目三等奖、突发传

染病防控项目三等奖、团体二等奖以及部分项目

个人一、二、三等奖的优异成绩。通过竞赛活动

切实提升了卫生应急整体水平展现卫生应急人

员勇于奉献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黔江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冯本学表示，下一步

黔江区卫生计生委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

规章制度，维护良好的工作秩序，加快硬件设施

建设，加强卫生应急基础建设，创新应急管理机

制，强化应急演练和培训，扩大卫生应急知识宣

教范围，规范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抓好日常应

急准备工作，切实提升卫生应急能力，为黔江区

打造出一支业务精良、能打胜仗的医疗救援“特

种兵”，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为参赛运动员进行康复治疗

马拉松现场救护

陈庚 冉建波 图片由黔江卫生计生委提供

附：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签订了《中信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重庆渝康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从公告之日起，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立即向重

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确定的

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于 2017年 6月 21日的本金和利息余额

（不含代垫费用），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有权按借款合同、

保证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继续计算利息及罚息。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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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原贷款行

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

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

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

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

中信银行
重庆分行

借款人

重庆市嘉懿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天泽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金步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远衡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重庆恩纬西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银进押字第6314003号

渝银2015信字第6615054号

2015信银渝贷字第6615053号

2014渝银贷字第1414053号

(2013)渝银贷字第2013058号
(2014)渝银贷展字第2013001号

本金余额

75569595.29

168714619.30

50000000.00

25000000.00

50000000.00

369284214.59

利息余额

11102459.31

8098298.29

2367593.64

1374458.19

16429586.26

39372395.69

合计

86672054.60

176812917.59

52367593.64

26374458.19

66429586.26

408656610.28

担保人名称

重庆中康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曾汉瀛

黄志东

重庆新华立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刘光伦

重庆新华立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刘光伦

李雪平

于洪燕

重庆华龙盈科实业有限公司

吴宪明

刘 翔

王邵灵

吴长江

吴长勇

担保合同编号

（2014）渝银最抵字第6314003号

（2014）渝银最保字第6314003-1号

（2014）渝银最保字第6314003-2号

2015信渝银最抵字第6615054号

2015信渝银最保字第6615054-2号

2015信渝银最抵字第6615053号

2015信渝银最保字第6615053-1号

2013渝银最抵字第1413005号

2013渝银最保字第1413018号

2013渝银最保字第1413018号

（2013）信渝银最抵字第2013058号

（2013）渝银保字第2013058-01号

（2013）渝银保字第2013058-02号

（2013）渝银保字第2013058-03号

（2013）渝银保字第2013058-04号

（2013）渝银保字第2013058-05号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女士 联系电话：023-65856513
地址：重庆江北区半江北嘴金融城3号T1-24

重庆市规划局2017年重点咨询课题

碉楼，散布在重庆崇山峻岭之中，随着时
间的推移，其功能和风格都在发生变化，融一
方文化、汇各方之长，这些碉楼逐渐拥有了别
具一格的地方特色，与华美的开平碉楼、高峻
的藏羌碉楼形成鲜明对比，业内称之为“巴渝
碉楼”，与前面二者并称为“中国三大碉楼”。

鉴于“巴渝碉楼”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历史
价值，重庆市规划局将“巴渝碉楼的保护与利
用”列入2017年重点咨询课题。

巴渝碉楼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拥有哪
些鲜明特色，其背后又映射出了怎样的巴渝历
史文脉？针对巴渝碉楼的现状，我们又将如何
对其进行保护与利用？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
访了我市历史建筑领域专家舒莺博士，探索巴
渝碉楼的前世今生。

上承远古巴人，下托移民内迁、五
方杂处之风，近世又有西风东渐

重庆日报：巴渝碉楼能“独树一帜、自成一
派”的特色是什么？

舒莺：巴渝碉楼的特色可以总结为三点：
多种建筑风格并存、多种自然元素营构、空间
组织形态多样。

具体来看，巴渝碉楼的建筑风格涵盖了传
统望楼、客家土楼、中西合璧式等多种风格，其

中不难看出北方的军事防御建筑望楼、唐代的
邬堡、宋代的山地堡寨的影子；

其建筑材料多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其中
石木结构、土木结构、砖木结构、依山石砌等均
有呈现；

而山地岭谷之间起伏不平的地理空间，让
碉楼布局的空间组织上产生了和主体住宅建
筑分离式、附着式、嵌入式、围合式共存的多种
形态。

重庆日报：巴渝碉楼的特色，是基于怎样
的历史沿革而产生的？

舒莺：巴渝碉楼可谓是“上承远古巴人，下
托移民内迁、五方杂处之风，近世又有西风东
渐”。又生生不息的吸收各种社会时代因素，
在千变万化中以防御为核心，丰富各种细节，
适应人们的生活。

巴人先祖筑起了的滩城，这是巴渝碉楼的
雏形。从秦代“移民实万家”，从“五胡乱华”衣
冠南渡，从三国纷争，从大规模“江西填湖广”
到“湖广填四川”，甚至到民国军阀混战时期，
巴渝碉楼一步一步的融合古今防御建筑之精
华，并保留了众多汉民族早期历史上防御建筑

的形制。
乱世，是碉楼产生的源头，但却带来了这种

特殊建筑发展的顶峰。新中国建立之后，碉楼被
划归公用或农户居住，或被征做粮仓储藏、办学
培训、人防管教、治安保卫和办公，“解甲归田”、

“铸剑为犁”成为巴渝碉楼和平时代的宿命。

如今巴渝碉楼大部分废弃于
乡野，等待它们的是垮塌、拆除，
复归田土，再找不到踪影

重庆日报：巴渝碉楼的保护现状如何？
舒莺：巴渝碉楼的保护现状并不乐观，巴

渝碉楼在近二三十年中，随着乡村经济萎缩，
农村空心化，大部分废弃于乡野，等待它们的
是垮塌、拆除，复归田土，再找不到踪影。

根据多方渠道统计，重庆现存碉楼数量为
256座。我们对其中50座碉楼点实地调研结
果显示，主体完好并在继续使用者占30%，主
体尚存，废弃不用者占35%，已经拆除者占
23%。其余更多碉楼多为自然废弃毁损状态。

其中，南川张之选碉楼在大雨中轰然垮
塌，残存的材料以400元一吨的价格卖往湖北
咸丰修建仿古一条街；曾经高峻的巴渝碉楼之
王武隆长坝刘汉农碉楼已经完全归于泥土；江
津吴家河嘴碉楼依旧在经受风雨剥蚀，曾经的
雕梁画栋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巴南石龙
杨家碉楼在日晒雨淋之下已经不能踏足其间，
当日镌刻“护宅龙层层曲抱，临门客步步高升”
的朝门随时可能被黄泥倾覆灭顶……

重庆日报：造成上述现状的因素是什么？
舒莺：巴渝碉楼多数地处交通不便，山势

阻隔的丘陵地区，受到“父子异居，自昔即然”、
“子大娶妇，别栏而居”的风俗影响，作为家庭
防卫的“哨兵”，巴渝碉楼与民宅一道大多分散
于山地中，不以单体规模和体量取胜，更不会
在村落场镇中充当主要角色，其“卫士”、“家
丁”地位自然容易被忽略。

传统碉楼防御的宿命，在于它们多为临时
性躲避居住需要而建，一旦社会动荡因素解
除，防御射击功能就被荒废，碉楼的作用便不
再被重视。

此外，80年代中后期乡村人口大量迁徙入
城，农村空巢成为常态，同时新建房屋的建筑材
料更新换代，碉楼层高过高、采光不足、土木石建
筑成本低廉但费劳动力的弊端，也已经很难继续
融入现代乡村生活，所以大量碉楼随着乡村撂荒
而荒废、衰败，长久不使用而逐渐坍塌，又因为存
在安全隐患而被一一拆除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最好的保护，就是利用

重庆日报：在您看来，为何保护“巴渝碉
楼”正当其时？

舒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
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
振兴，还是文化建设、文明建设的振兴，要呈现
的是富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宜居、富民、和谐美
丽乡村。

巴渝碉楼，正是这块土地上祖祖辈辈智慧
的凝集，其承载的，是巴渝乡土的人文历史传
统与田园山居的绿色环保之道，是巴渝文化自
强自信的见证和结晶。

重庆日报：巴渝碉楼应该如何重生？
舒莺：活化，是文化遗产的重生之道，而对

于巴渝碉楼最好的保护，就是利用。今天的巴
渝乡村应该不断从古人建构碉楼遵从礼制、

“道法自然”、灵活致用的建筑智慧中汲取灵
感，才是活化这份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致敬
前人的最好方式。

主要有四个建议：第一是定点保护，对具
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碉楼进行定级挂牌或
加以关注；第二是区域保护，对具有大面积碉
楼分布、单体价值不高或建成时间较晚，但又
形成了一定风貌的地区划片重点保护，为特色
乡土建筑保留原始传统基因；第三是风貌建
设，考虑在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渊源的区县开展
巴渝碉楼建筑风貌区建设，打造乡村历史文化
人文空间；第四是生态建设推广，从空间构架、
材料、功能设置等方面进行融合和创新，以满
足生活、生产需求，利于推广使用。 万波娅

映射出最纯粹的巴渝历史文脉

舒莺，四川美术学院建筑艺术
系教师，历史地理学博士，重庆市
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委
员。近年来从事历史建筑遗产保
护与乡土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出
版、编著作品《远去的记忆——不
可错过的重庆老建筑 31 处》、《抗
战纪念建筑》、《重庆建筑地域特色
研究》、《图绘重庆》、《大礼堂甲子
纪》等。

巴南石龙杨家碉楼南川张之选碉楼

云阳彭家楼子

巴渝碉楼的前世今生与保护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