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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
7岁的阿火尔子坐在灶台旁往灶里添
柴，随着火苗不断升腾，锅里20多公斤
猪食煮好了。

“妈妈，我帮你把猪食抬过去。”阿火
尔子担心妈妈一个人不能端起没有把手
的热锅，拿起毛巾把住锅的边缘，和妈妈
一起抬起。没想到，意外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

由于力气不够，沉重而滚烫的铁锅
从手中滑落，阿火尔子失去重心一下跌
进了装满滚烫猪食的大锅里。虽然以最
快的速度从锅里爬起，但小姑娘的左半
身还是被黏稠的猪食严重烫伤。

乖巧的小帮手命悬一线

阿火尔子住在四川省大凉山美姑县
洛莫依达乡一个叫尔布的村子里，家里
除了父母，还有4个兄弟姐妹和年迈的
奶奶，全家8口人靠父母务农维持生计，
家庭年均收入5000元左右。

排行老二的阿火尔子从小就非常懂
事，放学回家就开始干活，妈妈做饭她就
在旁边打下手，添添柴、洗洗菜。因为不
通自来水，阿火尔子每天还要从村里的
水井提两桶水回家。无论酷暑还是寒
冬，总能看见瘦小的阿火尔子跌跌撞撞
提水回家的身影。村民都称赞她是个乖
巧、能干的小姑娘。

被烫伤后，阿火尔子的爸爸妈妈第
一时间将她送到县医院。由于医疗条件
有限，治疗9天后，阿火尔子的伤情不见
好转。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家，用当地土
法治疗，在烫伤的部位敷满了黏黏糊糊
的草药。

阿火尔子的父母绝望地认为，全身
三分之一被严重烫伤的女儿能不能活下
来，只能听天由命。

重庆援助点燃希望

6月16日，在四川省大凉山美姑县
工作的重庆西部计划志愿者尹洪伦从一
位当地村民口中了解到阿火尔子的情
况。“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她家。”阿火尔
子的家境让长期从事扶贫志愿工作的尹
洪伦都吃惊不小——低矮破败的土坯
房，几根木条钉在一起成了窗户，木门斜

斜的吊着，风一吹就发出吱呀声，几欲散
架。尹洪伦走进堂屋时发现昏暗的屋子
坐满了人，家族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
来了，围着阿火尔子不知所措。

“那时阿火尔子已经不能站立了，只
能坐在一张垫着软布的板凳上，身上盖
着厚厚的被子，一直小声哭泣。”尹洪伦
回忆，当他轻轻揭开被子查看阿火尔子
伤情时，发现她的左边身体敷满了一层
层绿色、黑色、紫色的草药，小姑娘就像
一枚被草药包裹着的蚕茧。“她父母告诉
我，阿火尔子可能活不了，所以家族的人
都来跟她告别。”看着因疼痛和恐惧瑟瑟
发抖的阿火尔子，尹洪伦红了眼眶，下决
心一定要帮帮这个小姑娘，挽救她年幼
的生命。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尹洪伦租下一
辆面包车，带着阿火尔子和她的父亲赶
往重庆。一边赶路，尹洪伦一边向重庆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求助。出发后两小
时，尹洪伦联系上了市青志协常务副会
长王雷。了解情况后，王雷立即同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取得联系，收到
医院可以开通绿色通道的回复后，王雷
又立即召集还在外过端午节的市青志协
工作人员到医院待命。

6月17日，晚上9点半，经历了漫漫

路途后，阿火尔子一行终于到了儿童医
院。此时，从各地赶回来的市青志协工
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早已在门口等候多
时，阿火尔子一到，医生立即安排她进病
房开展检查。

“当护士帮阿火尔子清洗伤口剥除
身上的草药和伤疤时，露出了一块块还
没长好的鲜红色嫩肉，草药敷过的痂口
一碰就掉，有些已经化脓，脓水混着血水
不停往下淌。”全程跟随阿火尔子进病房
的市青志协志愿者宋欣航说，“我们看着
都觉得疼，但小姑娘却极力忍着、咬着
牙，疼得直冒汗也没有大声哭叫，只是紧
紧握住她爸爸的手，小声叫着阿爸。”几
个小时的煎熬后，阿火尔子身上的草药
被医生清理干净并进行了消毒，为手术
做好了准备。

爱心不断档阿火尔子迎重生

阿火尔子的主管医生袁心刚表示，
目前小姑娘已完成第一次手术，创面正
在恢复，感染基本得到控制。“现阶段的
治疗是尽快让创面封闭，把烫伤控制
住。但伤情较重的关节部位可能会出现
功能障碍，还需要进行关节疤痕修复。”
袁心刚说，阿火尔子还需要进行两到三

次植皮手术，本周末医院将进行第二次
植皮手术。术后，根据植皮效果判断是
否可以回家进行康复治疗。

记者了解到，阿火尔子第一阶段治
疗费用预计在20万元左右，后期的治疗
费要根据恢复情况而定。市青志协有关
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6日，市青志协
已收到全国各地近万名爱心人士捐出的
18余万元善款，这些款项已全部打入阿
火尔子在医院的账户。

“目前，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还在继
续。”王雷表示，阿火尔子是市青志协第
一次跨省接收的志愿服务对象，协会将
坚持志愿服务精神，帮助她渡过难关。
同时，协会也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
出援手，帮助这位彝族小姑娘重拾欢乐
的笑容。

经过治疗，阿火尔子的精神状态也
越来越好。“虽然小姑娘不会说普通话，
但每次我来看她，她都一直冲我笑。负
责翻译的志愿者告诉我，小姑娘私底下
常说特别感谢帮助过她的人，自己长大
后也要帮助更多人。”宋欣航说，这次爱
心接力，挽救的不仅是一个7岁小姑娘
的生命，更挽救了一个家庭，同时也再次
印证了善良和大爱会让我们的社会更美
好。

重庆志愿者跨省爱心接力
严重烫伤的彝族小女孩在渝重生

本报记者 周尤 实习生 曾珠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6 月
27日，市教委发布消息，按照市政府
征兵办公室和市教委联合公布的
2018定向培养士官招生简章，今年，
全国共有13所高校在我市直招士官
665人。

据悉，直招士官即定向培养士官，
根据部队所急需的专业领域确定招生
范围，学生入校时就被确定为士官培
养对象，从而依托高等职业院校定向
培养军地通用的技术人才。直招士官
学制3年，国家对直招士官在入伍时即
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
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
偿。

今年，全国共有湖南国防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等13所高校，在我市专科层次的提前
批直招士官665人（含女生25人）。我
市共有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重庆交通职业学院等4所高校
参与此次直招士官。其中，重庆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招生量最大，共270名，
涉及机电一体化、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等专业。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有意报考
的考生，须在6月28日18时前，在专
科提前批将有意报考的高校填报上

“直招士官”的志愿。6月30日前，市
教育考试院将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
核的考生名单提供给市征兵办公室。
7月15日前，考生所在地兵役机关将
组织进行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

全国13所高校在重庆直招士官665人
填报志愿截止日期：6月28日18时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今年我
市4个区县和1所高校将招聘教师432
人。这是重庆日报记者6月27日从市
教委获得的消息。

据了解，这4个区县和1所高校分
别是巴南区、长寿区、梁平区、江津区，
以及长江师范学院。其中，巴南区招
聘幼儿教师34人，招聘时间为7月2
日至3日。长寿区招聘定向长寿区的
2018届农村小学全科免费师范毕业生
20名，招聘者将要接受综合学科基础

知识测试，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英语、
综合（含政史地理化生）、艺体（含音体
美书法）等5门学科知识。梁平区招聘
全科教师及学前教育免费师范生83名，
招聘对象为重庆师范大学2018年应届
小学全科定向梁平毕业生，以及重庆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8年应届学前
教育免费师范定向梁平毕业生。江津
区招聘教育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高校
贫困毕业生）254名。长江师范学院此
次公开招聘具有博士学位教师41名。

重庆4区县1高校将招聘教师432人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6月26
日，市妇联在铜梁区召开全市“乡村振
兴巴渝巾帼行动”现场推进会，学习妇
联组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好经验。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市妇联从
产业助推、文明乡风、脱贫攻坚、维权
关爱、项目帮扶等方面全力助推乡村
振兴，在全市举办思想宣传教育活动1
万余场，受众人数达199.5万；推动发
放妇女创业担保贷款4.62亿元，实施
300万元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新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1939个；面向18个深
度贫困乡镇，实施“@她创业计划”，培
训400余名创业女性；筹集资金1000

万元，关爱慰问4.2万名贫苦妇女儿
童，引领百万农村家庭建设文明乡风，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下一步，全市各级妇联组织将围
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组织振兴”5个振兴目标任务，
深入实施巴渝巾帼思想引领行动、巾
帼产业助推行动、巾帼暖心关爱行动
和巾帼文明乡风行动，重点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农
村妇女思想引领、农村产业发展、农村
弱势群体关爱、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
的独特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农村妇女
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巴渝巾帼行动”
现场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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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民生银行重庆分行成立十七周年记民生银行重庆分行成立十七周年
17年风雨兼程同心跨越，17年相伴共赢扬

帆起航！
各类资产超过1300亿元，累计纳税近45

亿元；
贷存比超过100%，远高于全市银行业平均

水平；
服务重庆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突破300亿

元，占全部贷款比例近65%；
服务重庆小微企业16万户，累计发放小微

企业贷款近1000亿元，间接带动50万人就业；
在重庆设立近100家社区便民店，社区客

户超过55万人；
……
这是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在成立17周年之

际交出的一份靓丽成绩单。
2001年6月28日，民生银行重庆分行伴随

新千年的曙光应运而生。17岁，是青少年的花
季雨季；17岁，对民生银行重庆分行来说，是一
个焕发生机活力，再创新辉煌的美好光景。

自成立伊始，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就把发展之
根深深植入到巴渝大地之中，与重庆发展同呼
吸，与巴渝百姓共命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
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深耕民营企业客户，坚定普
惠金融发展，坚持科技引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生动诠释“为民而生，与民共生”的企业使命。

十七年不忘初心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为实体经济服务
是金融立业之本。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坚持把为
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
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聚焦精准科学服务实体经
济，加大供给，优化结构。目前，民生银行重庆
分行贷存比超过100%，远高于全市银行业平均
水平。

大力支持重庆重大战略、重点项目。民生
银行重庆分行不断创新融资方式，支持重庆重
大战略和重点项目，开创重庆融资领域多个第
一，如江北嘴100亿元授信刷新重庆单笔中长
期贷款金额纪录；53亿元钓鱼嘴PPP项目开创
PPP融资新模式，为全国此类PPP项目提供了
样本；作为重庆地方债主承销商之一，累计发行
地方债210亿元。近两年，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紧跟重庆“八项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大对基础
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绿色生态等领域投入，同
时联动民生银行香港分行等海内外分支机构，

支持“引进来”“走出去”，大力推动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助力重庆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目
前，该行发债、国际结算等份额已跻身重庆市场
前列，今年4月成功联席承销全国首单公募类
双创债务融资工具。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全国首家以
民营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坚持民企战略不动摇，
为民企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优质金融产品供给，
重点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为市内民
企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源。目前，该行民营
企业贷款余额突破30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比
例近65%。除了传统信贷，该行还积极创新为
民营企业提供股权、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成
功为参与地方电网混改的民营企业搭建混改能
源基金、为医药企业搭建医药新技术并购基金、
为环保企业发行污水资产证券化产品，促进了
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

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2016
年以来，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加快推进区县布局，
提升渠道辐射能力，积极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不到两年时间，分支机构已覆盖江津、涪陵、永
川、合川、铜梁、大足等区县。近期，配合乡村振

兴战略，重庆分行专门推出“利民强镇”计划，进
一步将网点延伸到乡镇，为乡村振兴提供更有
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十七年牢记使命
成就每一个“小微”梦想

在重庆，每10家小微企业就有1家选择民
生银行服务，这是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多年来持
续发力小微金融的成果。作为率先在重庆推出
小微金融服务的银行，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已累
计发放小微贷款近1000亿元，“贷”动了重庆
16.5万多户小微企业发展，间接支持近50万人
就业，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与发放额持续保持
重庆银行业前列，在当地市场树立了良好的服
务口碑。

针对小微企业经营特点和短、频、快的信贷
需求，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创新商业模式和
融资模式，先后推出了一大批适用、对路的好产
品。2017年7月，重庆金融学会发布“重庆直辖
20年，20大影响力金融事件”，民生银行在渝首
推小微互助基金贷款成功入选。这只是民生银

行重庆分行小微金融产品创新引领当地银行业
的一个缩影。该行近年积极探索大数据和抵押
贷款模式，小微抵押贷款2年增长41亿元；依托
大数据和互联网，创新推出“流水贷”，不用抵
押，有结算流水就能贷款；“网乐贷”、“云快贷”
等产品，纯线上申请、审批，最快3分钟贷款即
可到账。

针对小微企业临时性资金周转困难等问
题，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积极提供贷款转期和贷
款重整服务，缓解小微企业集中还款压力。民
生银行重庆分行还注重为小微企业提供结算、
财富管理、咨询等综合金融服务产品，全方位支
持小微企业发展。

十七年不断超越
打造社区、老年、互联网普惠金融特色

民生银行重庆分行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不断改进金融服务模
式，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把“便民、利民、惠民”做
到实处。

深耕社区金融。目前，民生银行在重庆开

设了近100家社区便民店。市民散散步就能办
金融业务，有效解决了“最后一公里”服务问
题。社区便民店成立以来，已经深入社区，融入
小区住户，社区客户量已超过55万户。社区便
民店在提供高品质金融服务的同时，还提供水
电气缴费等非金融服务，不定期组织宣讲金融
知识、开展播放电影、免费诊疗等多种便民活
动，成为社区的一道道美丽风景线。2016年以
来，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在社区便民店的基础上，
创新成立了新型服务团队，目前人数达到近
200人，为小微企业、商户、老年客户等提供上
门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可和信赖。

打造“乐老金融”。针对重庆老龄化程度较
高的情况，民生银行重庆分行在全行发起“敬老
行动”，打造具有民生银行特色的“乐老金融”，
专门推出了“安心存”等敬老产品、持续开展敬
老系列慈善公益活动、完善网点敬老设施，受到
老年客户广泛欢迎。目前，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老年客户存款占分行储蓄存款比例超过1/3，新
增占比超过70%。

发力科技金融。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运用总
行提出“4朵云+1范式”的指导性经营理念，结
合重庆本地市场特色和城市发展路径，构建数
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功能
体系，向广大客户提供更丰富、更智慧、更标准、
更易获取的普惠金融服务。目前，该行电子银
行客户突破115万户、直销银行金融资产突破
55亿元。客户可以通过民生手机银行4.0实现
投资智能顾问服务，一站式的“民生好车”、“民
生好房”、“民生出国金融”等高度聚合的金融生
活服务。同时该行直销银行业务经过4年多的
精耕细作，通过向拥有交易场景的第三方平台
输出“账户体系+大数据”的方式，切入到场景金
融的各个环节，让客户切实感受到民生银行提
供的科技金融服务。

蹄疾步稳，勇毅笃行，不忘初心，奋勇前
进。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民生银行改革转型的首年，民生银行重庆
分行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紧紧围绕全
市“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紧紧围绕

“民营企业的银行、科技金融的银行、综合服务
的银行”战略定位，坚定不移地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重庆决胜全面小康、开启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段正才 张妮
图片由民生银行重庆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