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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一直以来，学忠信念坚定、扎根基层，深
深地热爱着法治事业，以成为一名人民法官
而自豪，他用生命坚守法治初心……”说起黄
学忠，同事们这样慨叹。

时间定格在 11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50
分。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
判员黄学忠，在庭审中突发疾病晕倒，后经
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49岁。

不当领导要当基层法官

黄学忠对法治事业的不懈追求，是他留
给同事们最深刻的印象。

2010年初，由于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
力突出，黄学忠被提任九龙坡区金凤镇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政法书记。2014年，黄学忠
因在工作中表现优异，区里打算将他调任至
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但是这一次，他婉拒了。

“我想回法院当一名法官，哪怕没有任何
领导职务。”当上级部门找黄学忠谈话时，他
表达了想要重新回到法院工作的想法。

2014年底，黄学忠如愿以偿，被调回九龙坡
区法院工作。

“放着好好的领导不当，为何偏要回法院
当一名普通法官？”有同事问他。他说，办了
这么多年案，来来回回，发现还是审判台最适
合自己，这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基层法官办案压力大众所周知，一名基
层法官平均每年要办200多件案子，而黄学
忠作为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唯一一名获得“重
庆市审判业务专家”称号的法官，等待他的是
更多的大案要案。黄学忠从不抱怨，一丝不
苟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近三年来，黄学忠
共办理案件900余件，年均结案300余件，每
年结案数及办案质效均名列全庭前茅。
2016年，在员额法官资格考试中，47岁的黄
学忠在九龙坡区人民法院110余名法官中拔
得头筹。“人生短暂，能干好一两件事就好。
当一名法官，就要为信仰而奋斗。”黄学忠说。

情系百姓体现司法温情

在长达20多年的法律生涯中，黄学忠牢
记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想方设法为群众提
供法律帮助，用法律维护老百姓的合法利益。

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农业人口众多、居民
居住较为分散，群众打官司经常往返奔波，费
时费力。在担任白市驿法庭庭长期间，黄学忠
决定推行诉讼文书由法庭指派专人定期直接送
达等工作方式，依托路途较远的3个乡镇司法
所建立巡回立案、审理点，减少群众奔波之苦。

同时，他强调提高审判效率，所在法庭及

时审理多起涉农案件，及时、切实保障农民合
法权益，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在他的带领下，白市驿法庭先后获得最
高法院授予的“中国十佳人民法庭评选活动
金天平奖”“全国优秀人民法庭”等荣誉，被市
高法院记集体二等功。

在担任九龙坡区金凤镇纪委书记、政法
书记期间，黄学忠更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法律
专长，将丰富的司法经验运用到为群众化解
矛盾、排忧解难当中去，妥善处理了大量涉法
涉诉纠纷和群体性信访事件。

2014年，在金凤镇九凤村，发生了一起
拆房时施工掉落物砸中一村民，致其身亡的
纠纷，村、社干部虽多次协调，但死者亲属情
绪仍十分激动，执意要求镇里解决。黄学忠
得知情况后，主动多次上门找到死者家属，运
用自身多年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引导死
者家属通过司法途径合法维权。最终，在他
的努力下，这起纠纷被妥善化解。

努力提升水平只为追求司法公正

2009年，九龙坡区法院受理了一起“天
降叉棍”案，受害人袁某被从高楼上落下的叉
棍击中头部，伤情严重，由于无法找到肇事
者，袁某将该楼两个单元49户61名被告告
上法庭，要求共同赔偿各类损失40余万元。

当时正值《侵权责任法》出台前夕，法学
界及大众都十分关注此案。面对如此大的压
力，时任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的黄学忠主动
要求作为审判长审理该案。

由于被告人数众多，且绝大多数被告并
非侵权人，对成为被告存在较大不满和抵触
情绪，许多邮寄出去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等都被拒绝签收或被退回。面对被告的抵
触情绪，黄学忠没有气馁，他带领团队多次利
用下班和周末时间，挨家挨户走访，认真听取
被告意见，并提醒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
提交证据，用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高层坠落叉棍伤人，却难以确定谁是具体
侵权人，开庭之后如何裁判成为摆在黄学忠面
前的另一大难题。审理案件期间，黄学忠经
常加班加点工作，一遍遍查阅资料、梳理案
情，最终提出适用补偿责任的原则，即可能对
原告造成伤害的住户都应该承担补偿的责任。

该案判决后，黄学忠又积极做好判后答
疑，争取被告的理解。

“法官要实现秉公裁判、维护正义的司法
目标，仅仅拥有法学知识和审判技能是不够
的，还必须具有人文素养，保持追求真善美的
人文情操，丰富内心世界，提升精神品质，塑
造职业信仰，促进司法廉洁。”正如去世前，黄
学忠在一篇题为《人文素养与司法廉洁》的文
章中写的那样，他用高尚的道德情操、用生命
践行着他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初心。

“当一名法官，就要为信仰而奋斗”
——追忆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法官黄学忠

本报记者 周松

德润巴渝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新时代重庆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2月9日，
市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重庆高海拔地区
仍有雨夹雪或小雪，全市最高气温将难超
11℃。黔江、城口、酉阳城区有雨夹雪或小
雪，荣昌、石柱、奉节等中西部偏南地区及
东部地区持续阴雨天气，其余地区则为
阴天。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中西部偏南、东南
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
小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余地区
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4～10℃，城口及东南

部-2～4℃，主城零星小雨转阴天，7～10℃；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中西部偏南和东南
部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高海
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其余地区阴天，
大部分地区气温3～11℃，城口及东南部-
2～5℃，主城阴天，6～10℃；11日夜间到
12日白天，中西部偏南地区阴天有间断小
雨或零星小雨，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
雪，其余地区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 4～
11℃，城口及东南部-1～6℃，主城阴天，6～
10℃。

重庆高海拔地区迎来降雪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2月9日，首届
重庆市创新方法大赛决赛在重庆三峡学院百安
校区落幕。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大学、重庆文理学院、中冶赛迪的5个参赛
团队利用TRIZ创新方法研发设计的作品斩获
特等奖。

TRIZ创新方法原意为“发明问题解决理
论”，由前苏联发明家根里奇·阿奇舒勒于1946
年开创。

今年8月，首届重庆市创新方法大赛正式
启动。“大赛组委会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297
个。”

决赛中，国际 TRIZ 协会副主席、TRIZ
五级大师孙永伟等组成专家评审团，对现
场答辩的项目进行点评，最终评选出特等
奖 5 个，一等奖 17 个，二等奖 33 个，三等奖
56个。

其中学生组重庆三峡学院化安团队的“基
于TRIZ 理论研发的一种高效环保阻燃助剂

“和旺德福团队的“基于 TRIZ 理论大屏幕
LED显示屏的改进”获得发明制作类特等奖；
重庆大学Niron团队的“高比能长寿命镍铁电
池技术”获得工艺改进类特等奖；重庆文理学
院机智队“汽车轴头总成自动环缝焊接机器
人”获得创新设计类特等奖；中冶赛迪集团有
限公司“一种高效稳定的芬顿流化床反应器”
获得企业组特等奖。

首届重庆市
创新方法大赛落幕
5个参赛团队斩获特等奖

12月8日，海拔1000米的南川区三泉镇马嘴村喜迎降雪，不少来自主城的市民在此玩雪。
通讯员 胡波 摄

黄学忠。（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供图）

合川区人民医院 打造“美丽医院”让患者放心、医务人员舒心
“环境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我是地道的合川人，这些年，我
见证了医院的发展与变迁，特别是医
院在硬件、医疗技术、服务质量、环境
改善等方面的变化。每次来看病，看
到整洁的楼道、宽敞的病房及医生、
护士甜甜的微笑，我都觉得特别舒
心！”12月6日，在合川区人民医院门
诊大厅，家住合川区南津街街道的何
娟说。

“其实，在‘美丽医院’建设中，医
院一直在努力，从没间断过。就医环
境的好与坏，群众最有发言权。”牵头
建设“美丽医院”的总务科主任唐远
志说。

据她介绍，9月4日，合川区卫计
委下发了《重庆市合川区“美丽医院”
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
通知。按照“通知”精神，医院在内部
环境、外部环境等方面做了比较大的
改善，特别是患者比较关心的厕所、
停车场、食堂等方面做了全面改善。
在住院部、门诊大厅、楼道等公共场
所还增设了许多导视标识、就诊流程
及温馨提示，便于患者就诊。“在外部
环境上，医院目前的绿化率已达到
35%。下一步，医院将每年开展一次
植树活动，为患者创造一个‘林荫满
目、环境优雅’的绿色医院。”唐远志
说。

“员工舒心，患者就医才能放心”

医院的服务质量好坏，取决于医
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如何让医护人
员更好地服务每位患者？如何让医
疗质量得到完美提升？合川区人民
医院在员工的后勤保障上做起了文
章。

“在医院上班，我很开心，医院解
决了我的后顾之忧。”12月6日，家在
云南曲靖的吕瑞林说。据她介绍，
2015年5月，通过招聘，她成了合川
区人民医院的一名普通员工。然而，
每天和朋友合租，生活、工作十分不
便。去年8月，合川区人民医院为她
在合川高阳公租房二期为她申请了
一套公租房。“目前从家里到医院上
班，步行只需12分钟，非常方便。这
对于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找到
了家的温馨！”吕瑞林说。

据介绍，为给新员工营造一个宽
松的工作环境，从2015年开始，合川
区人民医院为转正的新员工都申请
了公租房。“目前，已有40名员工住
进了高阳二期公租房，而且一切手续
都由医院相关部门代劳。他们舒心
了，为患者服务也就有了动力与信
心。同时，借助‘美丽医院建设’，在
全院干部职工中还开展了谈心谈话

活动，为医务人员纾解工作压力，力
求把医疗技术与笑容留给每位患
者。”唐远志说，为解决深夜加班医护
人员的就餐问题，只要一个电话，20
分钟内，医院食堂就会把热气腾腾的
可口饭菜送到医护人员手中。

“医联体”缓解了基层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一致是萦绕基层
患者就医的“肠梗阻”。为破解这一
难题，合川区人民医院发挥区域优质
医疗资源优势及区域医疗引领作用，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三级
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据介绍，为进一步做实“医联体”
工作，今年以来，医院督促护送了13
名挂职人员到“医联体成员”单位开
展帮扶工作，并护送3名医务人员前
往彭水县普子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对
口支援工作。向基层医疗单位派驻
医师50人次、在岗天数113天，开展
培训64次、接受培训227人次，基层
医疗的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患者
就医体验亦得到了稳步提升，赢得了
百姓一致口碑。

“现在好了，有个什么病的，也不
需再到大医院排队挂号、拿药了，在
乡镇卫生院也可得到来自大医院的
专家诊疗了。”11月20日，在合川区

钱塘镇卫生院，来自钱塘镇大桥村的
马明维说。据他介绍，由于腰椎间盘
突出，多次到大医院就诊，除开车马
劳顿外，费用每次都不低。“现在再也
不需要跑大医院了，合川区人民医院
都会定时派专家到我们镇医院坐
诊。如果遇到镇医院解决不了的病，
还可通过转诊到上级医院就诊，并享
受快捷治疗的‘绿色通道’，费用节约
了很大一笔。”马明维说。

截至目前，合川区人民医院在区
域内“医联体”单位达到13家，首次与
民营医院合州医院建立医联体单
位。通过双向转诊，2018年上半年，
上转市级医院病员320人次，同比上
升5.63%，下转基层医院病员41人
次，同比上升46.43%。基层医院转
入该院病员 1699 人次，同比上升
132.42%。与患者签订“先诊疗后付
费”协议书140份，申报疾病应急救
助基金21.62万元，患者看病难、看病
贵得到有效缓解。

信息化成为提高医疗服务
能力的加速器

如何让信息多跑路、百姓少跑
腿？如何让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完
善的医疗服务体系让合川区百姓真
正体验了一把“精、准、快”的医疗节
奏。

据该院医联体办公室主任邓平
介绍，为解决危急重症患者的需求，
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上海交通
大学共建吴孟超院士工作站，打造肝
胆、肿瘤、干细胞等区域医疗中心。
成立心脏、呼吸专科联盟，建立了“五
大平台”（远程心电中心、影像中心、
病理中心、检验中心、消毒供应中
心）、“五大中心”（胸痛中心、卒中中
心、创伤急救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服务覆
盖辖区内35家医疗机构。“目前，远程
心电中心、超声影像中心与30家基层
医院建立了无缝对接，检验病理中
心、电子导航也将于2019年正式上
线，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及提升基层
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打下了坚实基
石。”邓平说。

为提升患者在院内的就医体验，
该院麻醉临床信息系统项目已正式
运行，门诊诊间手机微信、支付宝等
缴费方式正式全院上线，推出了身份
证、社会保障卡实名预约、挂号就诊，
减少了办卡、分诊环节。医院电子图
书馆、诊疗知识库、医院考试系统、电
子借阅机上线使用。移动医疗试点
项目已经完成了在胸心外科、肿瘤科
的试点工作，实现了微信公众号、现
场、电话、网络、自助、诊间等多种预
约方式。新增和升级自助服务机40
台和专用自助打印机4台，手机充电
桩、自助服务视频查询机等便民服务
措施亦受到患者及家属首肯，患者及
其家属满意度达到91.3%。

“目前，医院在门诊部及住院部，
开放式自助服务机已达到82台，为来
院就诊的患者在挂号、缴费、查询等
方面提供了极大方便。下一步，医院
还计划为住院患者及家属开通短信
服务功能。”信息科科长王强说。

在“美丽医院”建设中，如何让
“美丽”常驻群众心中，合川区人民医
院院长陈登伟说：“环境是基础，服务
才是根本”。他表示，下一步，医院将
从文化建设方面着手，以提升全院医
护人员爱岗敬业、服务患者的主动
性、自觉性，让“美丽医院”精神内涵
得到持续的拓展、延伸。

到医院看病，你是否遇到
挂号难、排队等候的问题？在
医院住院，你是否遇到厕所卫
生条件差、护士服务态度不好
等问题？然而，在合川区人民
医院住院部大厅，家住合川盐
井街道的王长术老人却有了
不一样的感受。据他介绍，老
伴在合川区人民医院已住院
治疗半月了，在这半月中，医
生、护士的每一次问候都带给
了他温暖与感动。“挂号、缴费
都是护士代劳。房间干净、整
洁不说，厕所每天都有人来打
扫几次，让人非常舒心！”王长
术说。

自市卫健委在全市全面
启动“美丽医院”建设以来，合
川区人民医院以“改善患者就
医体验”为抓手，以提升医护
人员素质为出发点，从细节入
手，为患者营造了一个舒心、
放心、贴心的就医环境，受到
群众的普遍赞誉。

马太超杨益 图片由合川区人民医院提供群众感受“自助机”带来的便捷

环境优美的合川区人民医院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2月9日，2018
重庆市青少年STEAM（集科学、技术、工程、艺
术、数学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教育）科创大赛中学
组决赛暨大赛颁奖仪式在渝北中学举行。本届
大赛是重庆首次举办青少年STEAM科创大赛，
赛程历时3个月，吸引到全市25个区县875所
学校的10712名师生参赛。

此前，大赛教师组、小学组比赛分别于11
月 3 日、11 月 15 日结束。小学组收到作品
6760份，教师组收到教案1144份。中学组以
团队形式提交项目762个，其中30个项目入围
决赛。

大赛评委会主任，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新
民介绍，STEAM教育强调创新和实践，既需要
好点子，也需要较强的实践能力。中学组入选决
赛的30个团队项目，体现了重庆青少年对未来
的畅想。

2018重庆市青少年
STEAM科创大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