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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盛世修
史、明时修志。重庆日报记者11月29
日从江津区中山镇四合村获悉，由该
村编纂的《四合村志》已于近日正式出
版发行，这既是江津区第一部村志，也
是我市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村志。

记者看到，《四合村志》分政区、自
然环境、人口、乡村建设、农业、文教卫
生、政治、居民生活、民风民俗、人物等
10篇，共25章、66节、135张各类表
格、40多万字，另有56张照片，记录了
该村清初“湖广填四川”至2017年的
发展历程，是该村有史以来第一部反
映村史变迁、乡土民俗的百科全书。

四合村位于中山镇北部，总面积约
20平方公里，总人口3900余人，是江津
南部山区一个普通的基层行政村。这
个村为何要编纂出版自己的村志呢？

“我编纂此书的初衷，是想把这个
村的历史保存下来，为乡亲们提供本
土的历史记忆。”《四合村志》主编、中
山镇委副调研员杨治勇告诉记者，
2006年至2009年，他受命编纂《中山
镇志》，期间在区档案馆、中山镇政府

及各部门档案、蔡家镇原区公所查阅
到了不少有关四合村的资料，但大多
都无法写进《中山镇志》。

而杨治勇本身就是四合村人。浓
厚的乡土情结促使他将这部分资料整
理出来，形成了 8 万多字的初稿。
2015年，江津区地志办得知这一消息
后，鼓励他在四合村开展村志编纂试

点，并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
“四合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对村志

编纂工作，也给予了很高的热情和极
大的支持！”杨治勇说，编纂村志的最
大难题是文献资料少，为此，他采取文
献资料搜集与口碑资料收集相结合的
方式收集资料。

在此期间，四合村村民和曾在中

山工作过的老领导积极帮他收集书
信、日记、讲话稿、同乡同学录、账簿、
票据等资料，村干部帮他联系访问该
村村级及在外工作人员，一些八九十
岁的老人还为他撰写回忆录。

在此期间，杨治勇累计走访群众
600多人次，召开座谈会100多场次，
收集族谱、家谱80余本，村志内容不
断得到补充，从初稿的8万多字一路
扩充到二稿16万字、三稿22万字、四
稿29万字、五稿40余万字。

记者看到，《四合村志》与一般的
省志、县志有很大不同，里面有大量篇
幅介绍该村100多个姓氏的溯源分
布，历任村主要领导，在外工作人员，
婚嫁、丧葬等民风民俗，甚至还有该村
每户人家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情况，充
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据了解，《四合村志》出版后，该村
许多在外工作的村民纷纷通过各种途
径购买该书，一位已到外地工作30多年
的村民专门委托老家亲戚买了一本，他
看完书后感叹地说了两个字“想家”。截
至11月29日，该书已发行500本。

由江津区四合村编纂，反映村史变迁和乡土民俗

重庆首部村志《四合村志》出版

本报讯 （记者 周雨）11月29
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杨治勇时获
悉，过去20年，他已利用业余时间编
纂了24本地方志。

现年51岁的杨治勇，于1990年
进入江津嘉乐乡政府（后并入中山镇）
工作，先后在计生办、信访办、人大办、
安全办等部门工作。

杨治勇编纂的第一本地方志是
《嘉乐乡计划生育志》，时间是1996
年。“我那时候对修志工作没有丝毫兴
趣！”他说，当时这个任务是重庆市计
生委一个领导下给他的，他作为计生
办主任，只能接受。

2006年，镇里组织编纂《中山镇
志》，他见全镇干部无人“接招”，就把

任务接了过来。
谁曾想，他在编纂《中山镇志》的

过程中，对当地的历史逐渐产生了浓
厚兴趣，“我连睡觉都在想修志的事，
半夜想到什么事了，马上就起床记录
下来。”杨治勇说，那时候“整起劲了，
就想把有关中山的所有历史都整
完。”

中山镇辖四合村、太和村、龙塘
村、白鹤村、鱼湾村、常乐村、三合社区
等6村1居。在完成《四合村志》初稿
之后，他利用收集来的资料，紧接着开
始编纂《太和村》《龙塘村》《白鹤村》

《鱼湾村》《常乐村》《三合社区》等6本
村志，现均已完成初稿，只因缺乏资金
而没有出版。

完成这7本村志后，杨治勇又为
他老家所在的四合村大墙院社编纂了
《大墙院社志》。

另外他还编纂了《中山人文地史》
《中共中山镇简史》《中山农耕业习》等
13本地方志。他甚至还接受蔡家镇政
府委托，编纂了《蔡家区志》。

这24本地方志共计680万字，除
《嘉乐乡计划生育志》《中山镇志》《四
合村志》外，其它均已形成初稿。记者

在杨治勇办公室看到，另外等待出版
的21本地方志排成两排，摆了半个书
柜。

“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
在修志上了！”杨治勇说，过去20年，
他基本没休过节假日，晚上加班、周末
不休息是家常便饭，春节也基本在看
稿、改稿中度过。

“很多事情不应该被遗忘。”杨
治勇说，他想通过编修地方志，让家
乡父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为乡亲们提供本土的历史
记忆。

他用业余时间编纂了24本地方志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2
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市
卫健委当天发布通报称，截至2018
年9月，全市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4.2 万余例。
其中，性别年龄分布出现新变化，50
岁以上感染者逐年增多，且男女性
别比在缩小。

在重庆，艾滋病疫情呈现三个
特点，一是分布不均，报告感染者人
数较多的在主城和渝西地区；二是
经血液和注射吸毒传播逐渐得到控
制，母婴传播病例逐渐减少，经性传
播成为HIV流行的首要因素。数据
显示，在新发现感染者中，经性传播

比例占95%以上，其中，异性性接触
传播占 82.9%，同性性接触传播占
14.2%；三是性别年龄分布出现新变
化，累计报告的现存活感染者中，
15-49 岁的人数占 56.5%，50岁以
上感染者逐年增多，且男女性别比
缩小。50岁及以上高年龄组HIV
感染者人数占当年新发现病例的比
例，从2011年的27%上升到2018年
的50%以上。此外，青年学生群体

是男性同性行为的高危人群。
“艾滋病尚无疫苗，所以我们只

能通过广泛监测和动员检测，尽可
能地掌握疫情规律并发现、治疗感
染者。”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说，截
至今年9月底，全市共建立35个门
诊固定点，3个流动点，6个延伸服药
点，覆盖全市31个区县，覆盖率达
79.5%。

为提高检测咨询可及性和随访

服务规范性，全市初步构建了覆盖疾
控、医疗、妇幼、采供血、检验检疫、司
法、公安等系统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
络。目前，已建立艾滋病检测实验室
165个，艾滋病确证检测实验室16
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已覆盖
所有区县。今年1-9月，重庆市各级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主动提供艾滋病
检测咨询391万余人次，全人群HIV
检测覆盖率达12.84%。

重庆构建艾滋病检测实验室网络
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已覆盖所有区县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2月 1
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2018年
全国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世界艾滋病
日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渝举行。此
次活动的主题是“主动检测、知艾防艾、
共享健康”。

据介绍，目前，全国司法行政戒毒
系统有66个戒毒场所、85个大队，总
计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5000多人，防
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同时，各地加
强艾滋病筛查检测工作，全系统共有
艾滋病初筛实验室53个、确证实验室
1个，将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作

为戒毒人员入所常规体检内容，做到
100%全员筛查。重庆司法行政戒毒
系统率先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建立首
个正处级艾滋病专管场所，最早在全
国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实现艾滋病戒毒
人员集中管理治疗，有力维护了社会
和谐稳定。

启动仪式上，12家社会团体和社
会爱心企业代表共向重庆市戒毒管理
局捐款118万元，用于对艾滋病戒毒
人员的教育戒治。活动中，还进行了
知艾防艾集体宣誓，并观看了由戒毒
人员和民警联合汇演的文艺节目。

2018年全国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月”在渝启动

主动检测 知艾防艾 共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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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结婚了，你们是给我人生
很大帮助的人，一定要来参加我婚
礼！”

前不久，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收
到一盒喜糖，送喜糖的新人是一位感
染了艾滋病的戒毒人员张玲（化名）。

看着张玲带着自己的新婚丈夫
来到所里，民警们心里感慨万千。其
中一位民警握着张玲的手说：“恭喜
恭喜，小张，你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张玲的喜糖很甜，民警们都说：
“这盒喜糖不仅是她抗击艾滋病的
胜利品，也是对我们平时工作的肯
定……我们祝愿她今后的生活能像
这盒喜糖一样甜蜜，彻底走出艾滋
病的阴影。”

20岁的张玲是一个漂亮女孩，白
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6岁那年，父
亲却抛弃了她和患有重病的母亲。

上中学后，张母的病越来越严
重，十几岁的张玲不得不辍学。为了
挣钱养家，为了给母亲看病，她来到
一家歌厅上班，凭着年轻和桀骜不训
的个性，她很快就成了圈内有名的

“大姐大”。直到她因吸毒被收容，在
送到北碚强制隔离戒毒所时才被遣
送的民警告知感染了艾滋病。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张玲一
时间无法接受自己染病的现实。“我
怎么会得艾滋病！我的妈妈没人管，
怎么办？”在戒毒所里，无助和绝望包
围着张玲，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为了帮助张玲，北碚强制隔离戒
毒所二大队民警分头行动，有的对张
玲进行深入细致的心理辅导；有的对
其身体上的不适给予无微不至的照
顾；有的民警专程到她江津老家，看
望照顾张母，还送上牛奶等营养品，
并录下张母的视频带回给张玲……

民警们的真心一点点感化了张
玲，她不再哭闹，也很快适应了强制
隔离戒毒所里的生活，并发挥她爱唱
爱跳、组织能力强等特点，成了队里
的文艺骨干，最终成为优秀学员得以
提前解戒出所。

“小张，今天对你来说是重新开
始，生活很美好，不要再沾染毒品，一
定要好好生活！”出所当日，民警们还

将刚发的工作补贴1000元塞在了她
的手里。

张玲没有辜负民警们的希望，这
不，她的生活越来越好，结婚时她还
带着新婚的丈夫专程回“娘家”，给民
警送来了喜糖。

“其实，艾滋病戒毒人员作为戒

毒人员中的特殊群体，普遍有着悲
观、绝望等严重心理扭曲的特点。”北
碚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民警介绍，
因此，教育矫治艾滋病戒毒人员是一
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民警在法
与理性、警察责任与人性关爱中不断
探索和实践，切实提高矫治质量。

女戒毒人员带着新婚丈夫回“娘家”——

一盒特殊的喜糖
本报记者 黄乔

美国阿拉斯加南部发生7级地震
➡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11月30日发生7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报告。 （据新华社）

万豪旗下酒店预订系统遭黑客入侵 5亿客户个人信息泄露
➡国际知名酒店集团万豪国际11月30日证实，旗下喜达屋酒店预订系

统2014年起遭网络“黑客”入侵，泄露大约5亿客户的个人信息。美国5个州
的总检察长和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说，将调查这起网络安全事件。

（据新华社）

重庆市第三届青少年体育大赛跆拳道比赛在大足开赛
➡12月1日，重庆市第三届青少年体育大赛跆拳道比赛在大足区育才中

学拉开帷幕。12月1日至2日两天，来自我市23个区县的近400名青少年跆
拳道爱好者共聚龙水湖畔，现场进行跆拳道“大比武”，最终将产生出“最佳技
能奖”和“最酷风采奖”称号运动员各10名、“优秀团队组织奖”10名。

（记者 王亚同 通讯员 邓小强）

据新华社休斯敦 11 月 30 日电
（记者 高路 刘立伟）美国前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办
公室11月30日晚发表声明说，老布
什于美国中部时间当晚10时(北京
时间 12 月 1 日 12 时)许在休斯敦去
世，享年94岁。

布什家族发言人吉姆·麦格拉
思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老布
什办公室和前总统乔治·W·布什
（小布什）关于其父亲老布什去世的
声明。

老布什1924年 6月 12日出生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989年至1993
年出任美国第41任总统。1974年
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去世

这是 2013 年 7 月 15 日在美国华
盛顿白宫拍摄的乔治·赫伯特·沃克·
布什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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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2018年渝中区海归人才招聘会在解放碑举行。63家在渝
知名企业到场揽才，200多个工作岗位吸引了1100余名海归青年及具有海外
工作经验的求职人员进场竞聘。 （记者 杨艺）

渝中区举行海归招聘会 千余人才到场求职

➡中国乒乓球协会12月1日上午在北京天坛饭店举行换届选举，第八
届乒协副主席、第九届委员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组长刘国梁当选新一届乒协
主席，柳屹、高亚翔、李一冰、王励勤、张雷为副主席，秦志戬为秘书长。

（据新华社）

刘国梁当选新一届中国乒协主席

据新华社郑州12月1日电 （记
者 王烁）从河南省驻马店市区向南
走6公里，广场上一座杨靖宇将军的
雕像赫然矗立，这里就是杨靖宇将军
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里共展出图
片400余幅，文物120余件，从杨靖
宇将军出生到为国捐躯，真实生动地
记录了他辉煌壮丽的一生。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
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
庭。学生时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
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
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秋
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
作。1929年春赴东北，任中共抚顺
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在
河南和东北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
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
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
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
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
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
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
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
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
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
委员。1936年6月任东北抗日联军
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7月任东
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
委员。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

大地，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威震东
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日伪
军连遭打击后，加紧对东北抗日联
军的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
降，同时对杨靖宇悬赏缉捕。在极
端艰难的条件下，他以“头颅不惜抛
掉，鲜血可以喷洒，而忠贞不贰的意
志是不会动摇”的崇高气节，继续坚
持战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
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
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
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
模范”。

1939 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
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
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
率警卫旅转战濛江一带，最后只身与
敌周旋5昼夜。他以难以想象的毅
力，坚持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直至
弹尽，于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
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
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
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为
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
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濛江县改
名为靖宇县。

钢铁战士——杨靖宇

杨
靖
宇
像
。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
刘红霞）海关总署12月1日对外发布
消息，截至11月中旬，我国进出口总
值已超过去年全年，同比增长近15%。

今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正确领导下，全国各部门各地方认真
贯彻落实稳外贸一系列政策措施，外
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

海关总署：

截至11月中旬我国进出口总值
已超过去年全年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1 日 电
（记者 张泉）国家医保局日前印
发《关于当前加强医保协议管理确
保基金安全有关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医保经办机构加强对定点
医药机构的协议管理，确保医保基
金安全。

通知明确，定点医药机构发生欺

诈骗保等违约行为的，一律解除服务
协议，被解除服务协议的定点医药机
构，3年内不得申请医保定点；对查
实具有骗取医保基金等违规行为的
医师，给予停止1-5年医保结算资
格的处理；对具有骗取医保基金或倒
卖药品等违规行为的参保人，可给予
暂停医保直接结算等处理。

国家医保局：

医药机构欺诈骗保将被解除定点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