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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有些蔫的小橘子，李菊洪的心
被装得满满的。

橘子是80岁老人袁代英硬塞到她
手里的。老人患有精神病，说话有些前
言不搭后语，但却记得来村卫生室的
路，也记得要给李菊洪捎上几个自己种
的橘子。“菊洪病了，要多补补。”老人口
里不住地念叨。

推脱不下的李菊洪，小心地将橘子
放在桌上，开始为老人看病。

这是4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
合川区清平镇瓦店村卫生室时，看到的
温馨一幕。

命运改变
立志学医解除他人病痛

村卫生室的诊室到药房只有五六
步的距离，李菊洪一手抓着一个小板
凳，慢慢地撑着身体向前“走”。

药柜是特制的，高度只有一米，李
菊洪双手撑住小板凳，身体向前一跃，
熟练地坐上药柜旁的条凳，开始给老人
拿药。

李菊洪本来是有腿的，但1983年3
月的一次意外，让她的命运发生了改
变。

那一天，年仅4岁的李菊洪从幼儿
园放学回家，途中被一辆疾驰的大货车
卷入车底。经抢救，命虽然保下来了，

但她不得不双腿高位截肢，腿部仅剩不
到3厘米。

为了让女儿用自己的方式行走，在
李菊洪5岁时，爸爸给她做了两个小板
凳，让她学习用手抓着小板凳撑着“走
路”。从此，小板凳就成了她的腿。

长大后，李菊洪坚定地选择了学
医，“正因为自己感受过生病的痛苦，更
能体会别人的病痛，我很想当医生，救
死扶伤，解除别人的痛苦。”

2001年，从重庆江津特殊教育学
校中医学专业毕业后，李菊洪回到瓦店
村当上了一名村医。

从质疑到接受
她为自己定下三条规矩

毕业时，李菊洪曾仔细想过：若去
外地，就算别人不歧视，也会好奇地多
看自己两眼。不如回到家乡，乡亲们都
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心里接受的就是没
有腿的李菊洪。

让她没想到的是，乡亲们接受的只
是无腿的李菊洪，并不是能帮人看病的
李菊洪，不少人质疑：“你自己都是残疾

人，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还看啥子
病？”

有天黄昏，村里一位老伯突然不省
人事，有人凭经验说是“中了邪”，准备
请道士来作法驱鬼。刚当村医不久的
李菊洪一看就急了，因为老伯很可能是
脑部出血，如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
险。她就直接呼叫了“120”。

由于抢救及时，老伯很快就康复出
院了。从这件事开始，乡亲们也渐渐接
受了给人看病的李菊洪，不断有人上门
就诊。

李菊洪不但给乡亲们看病，还要供
人吃饭。因为她为自己立下了三条规
矩：无论谁来看病，都要笑脸相迎、耐心
细致；到了吃饭时间，必须留看病的老
人和孩子吃饭；困难户来看病，只按成
本价收费，特困者全免。

为啥要立这样的规矩？李菊洪给
记者讲了一件事：小时候上学，她每年
都渴望春游、秋游。每次出游，老师和
同学们总会一人背她一程，从未将她落
下。所以，她也不能将一个乡亲落下。

这三条规矩也从2001年开始执行
至今。

18年“走”坏26个板凳
服务乡亲6000多人次

按照国家要求，村医要给村民提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因此，李菊洪每天
还得出门“走走”。

村卫生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大表：
“家庭式”签约服务130户，高血压病人
管理91人、重性精神病管理9人、预防
接种106人……这些数据在李菊洪心
里早已滚瓜烂熟，乡亲们的住址她也一
清二楚。

地处华蓥山麓的瓦店村，山峦挺
拔，沟壑纵横，林木幽深。对李菊洪来
说，“走”起太难了。

她也曾尝试坐轮椅，可上坡上到一
半，没了力气，攥轮椅钢圈的手都攥红
了，轮椅还是一点点倒退回去。下坡更
危险，无人的山路上，轮椅不断加速，她
止不住，也无处呼救。“还是板凳好，慢
点就慢点吧。”

就这样，李菊洪每天上午坐诊，下
午出诊或深入村民家中随访。18年来，
她共计服务村民6000多人次，累计行

程8万多公里。
“全镇开展村医医技医德测评，李

菊洪已经连续5年排名前三。”清平镇中
心卫生院院长何代书介绍，2014年，电
脑“摇号”，“摇”到瓦店村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接受国家验收。专家实地调查，结
论为瓦店村“走在全国前列”。

“李医生虽然行动不便，但随叫随
到。”村民唐庭贵说，李菊洪从来没有拒
绝过病人。李菊洪话语坚定：“乡亲们
的召唤，就是我行走的力量，就是太费
板凳。以前的松木板凳，几个月就要走
坏一对。”

2002年初，经人介绍，李菊洪认识
了25岁的刘兴堰。她的坚毅乐观也深
深打动了刘兴堰，“我愿意背你一辈子；
你帮助别人，我就帮助你。”婚后，刘兴
堰不仅包揽了家务，还成了李菊洪的

“双腿”，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他总
会背着李菊洪去行医。

刘兴堰还寻来宽厚的老枣木，为李
菊洪特制了两个板凳。枣木制成的板
凳楔子不容易松动，材质更坚硬耐磨。
即便这样，李菊洪行医18年来，还是

“走”坏了26个小板凳。

脑癌来袭
乡亲们的话安抚了她的心

就在李菊洪以为会一直这样“走”
下去时，命运再一次跟她开了个玩笑。

去年8月，李菊洪开始觉得头痛，
起初以为是太累了，可症状却越来越
明显。到北碚区中医院一查，李菊洪
的脑子里有个4厘米阴影，和鸡蛋一般
大小。

“本来已经行动不便了，难道还要
得癌症？”李菊洪一度非常绝望。不善
言辞的刘兴堰只是轻轻拍了拍妻子的
背，又背着她来到重庆某三甲医院求
诊。

医生的话让刘兴堰也捏了一把冷
汗：脑子里大于3厘米的肿瘤都是巨大
瘤，且李菊洪的肿瘤挨着脑干，很难切
干净，人可能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经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联系，去年11
月1日，李菊洪在北京天坛医院进行了
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很顺利，连医生都
认为是奇迹。

半个多月后，李菊洪回到村卫生室
时，很多人才知道她病了，而且是生了
这么重的病。

第二天早上，村民王太菊就提着自
家喂的老母鸡上门了：“李妹仔，快宰了
炖汤喝！”

桂支现也来了，开解李菊洪：“李妹
仔，想开点，没什么大不了。”

李宗云拿了50个土鸡蛋过来说：
“多补补，对身体好。”

李宗泽隔个两三天就会来一趟，每
次都会开导鼓励她。

清平镇中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科医
生郑颖还为李菊洪发起了水滴筹。

记者看到，即便切除了肿瘤，但病
魔给李菊洪身体带来的影响仍在——
她的右脸麻木，连吃颗瓜子，都不知道
在嘴里哪儿，还要拿手去摸；右耳听不
到，帮人看病时，她身体不得不往右倾，
用左耳倾听；右手无力，所以她的行动
只能局限在卫生室内，写字也变得歪歪
扭扭，甚至拿勺子舀药都只能换成了左
手。

但李菊洪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她的
卫生室里仍不时有人来看病。“乡亲们
离不开我，我动手术那段时间，他们天
天都盼着我回来呢。”说这话时，李菊洪
的脸上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行医18年，她“走”坏了26个小板凳；患脑癌后，她得到乡亲们情真意切的关怀

无腿村医李菊洪与她的乡亲们
本报记者 李珩

【编者按】

“李菊洪上《人民日报》
了！”这一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
在合川区清平镇瓦店村传开，
大伙儿都替她高兴。

3月22日，人民日报第7版
以《村 医 李 菊 洪 —— 板 凳 作
腿 行医无悔》为题，报道了李
菊洪的事迹。这不是媒体第一
次关注李菊洪的事迹，2016 年
4月20日，重庆日报也曾刊发相
关报道。

行医 18 年来，李菊洪以凳
为腿，“走”坏了26个小板凳，累
计行程8万多公里。两年前，李
菊洪被评选为“中国好人”，还
到北京领回了“中国好医师”
奖。

就在李菊洪以为自己会一
直为乡亲们服务下去的时候，
去年，她被诊断出患有神经鞘
瘤，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手术。
听闻消息的乡亲们非常揪心，
几个橘子、一只老母鸡、宽慰的
话语……乡亲们情真意切的关
怀，让与病魔斗争的李菊洪再
一次看到希望，互爱让阳光洒
满大地。

▶3月18日，合川区清平镇瓦店村，李
菊洪为患者拿药。虽然卫生室的西药柜是
丈夫专门找人定做，比正常的柜子低很多，
但李菊洪拿药还是有些吃力。

（本组图片由记者崔力摄）

▲3月18日，合川区清平镇瓦店村，李
菊洪为眼部进了异物的患者治疗。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4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巫山县获悉，近年来
该县通过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助推农业产业发展。目前，该县
已逐步形成以脆李、柑橘、葡萄等小水
果为主的特色效益农业，这种“输血”
与“造血”相结合的扶贫方式共带动当
地8万余名贫困户成功脱贫。

3月底，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记
者见到刘敬春时，他正忙着整地、除
草，为夏季葡萄丰产做准备。几年前，
刘敬春还是村里的贫困户。

安静村距离场镇足足15公里，村
里不通公路、村民饮水困难，落后的基
础设施一度让刘敬春对脱贫全无信心。

巫山县位于我市最东端，群山广
袤、峡谷幽深，山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
96%。大山阻碍了发展，像安静村这
样，因基础设施落后而致贫的贫困村
不在少数。“要致富，先修路。我们首
先从道路交通入手，破解交通瓶颈制
约。”巫山县相关负责人称。

以安静村为例，2015年，新一轮脱
贫攻坚战打响后，当地政府便联合驻
村扶贫工作队走村入户，对各村民小
组的交通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联系
实际制定方案，精准施策。刘敬春住
在海拔800多米的山上，过去因为交
通不便，种植的蔬菜、水果很难运出

村。加上他常年患病，生活的重担压
得他喘不过气来。

借着脱贫攻坚的春风，这几年，安
静村道路交通条件不断改善。政府不
仅将硬化路修到了村行政服务中心，
还对已有的村社道路进行拓宽、加固，
并修路连通了安静村与邻近村庄。

2016年，在政府帮助下，刘敬春申
请到扶贫小额贷款，将一个废弃的葡
萄园承包过来。在他的精心管护下，
去年，葡萄园亩产达2000斤。得益于

交通的改善，葡萄收获时节，收购商开
着大卡车直接上门收购，刘敬春节省
了数额可观的外运成本。

去年，他靠种植葡萄共赚了10余
万元，不仅成功甩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还为周边十几户村民提供了就近
务工增收的机会，成为安静村小有名
气的脱贫榜样。

围绕脱贫进行的农村交通建设，
清除了巫山脱贫攻坚中的交通障碍。

“自2015年以来，我们整合全县各类

资金16亿元，完成行政村通畅公路建
设2700余公里，使全县300余个行政
村通畅率达100%。”该负责人表示。

除了交通不便，饮水难也是当地
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巫山地处大巴山，喀斯特地形、地
貌特征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门前
水凼凼，有水喝不着；山上种苞谷，只
够三月活。”在安静村，村民口中的歌
谣道出了昔日缺水的状况。

巫山不少贫困村都面临类似的难
题：地表降雨极易渗到地下深处，水源
开采困难等因素制约着当地产业发
展。“实施农村人畜饮水工程，解决贫
困村生产生活用水是我们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的另一做法。”巫山县相关负责
人表示。

自2015年以来，巫山县先后整治
病险山坪塘 2763 口，新增蓄水能力
155.7万立方米，新增及恢复农田灌溉
面积5万余亩。与此同时，该县还对骨
干水源提档升级，除对已有的黑龙水
库和东坪水库进行扩容外，还将在
2020年前新建10座中小型水库。

“届时，巫山效益农业结构将进一
步优化，形成以高山带烤烟、中山带粮
油、低山带果蔬为主的‘三带’特色产
业体系，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实
现乡村振兴。”该负责人信心满满。

“输血”与“造血”相结合

巫山8万余贫困户成功“摘帽”
去
年
，刘
敬
春
的
葡
萄
喜
获
丰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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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支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
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机构编码：B0048S250000002
许可证流水号：37364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2号
附15、16号及附51号、52号

成立日期：2010-03-03 发证日期：2010-03-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支
公司巴南工业园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文秀英
机构编码：00000250011300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先锋路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石美大道899号2-6（2楼）
成立时期：2008年02月25日
邮政编码：401320 联系电话：66226331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
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
印保单；经分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
单；经分公司受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
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2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龙

河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张兴国
机构编码：00000250023005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龙河镇自强街22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丰都县龙河镇龙河路466号1楼
成立时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8224 联系电话：7067810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
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
印保单；经分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
单；经分公司受权，营销服务部可以从事部分险
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2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州龙宝支

公司龙宝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波
机构编码：00000250010100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双河办事处龙宝大街4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厦门大道549号附14号1楼
成立时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000 联系电话：58130604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
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
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
可以打印保单；经分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
以打印保单；经分公司受权，营销服务部可以
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2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州五桥支

公司龙驹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银松
机构编码：00000250010100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龙驹镇永兴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龙驹镇川鄂街225号1楼
成立时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000 联系电话：5863589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

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
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
的咨询和投诉；经保险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
可以打印保单；经分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
以打印保单；经分公司受权，营销服务部可以
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19年2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颜安）4月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扶贫办获悉，重庆
今年计划完成农村实用技术和精气神
提振培训8万人，雨露技工转移就业
示范培训5000人，让贫困群众获得过
硬的脱贫本领，增强脱贫信心。

“扶志以自强，扶智以自立，脱贫
的内生动力就会奔涌而出。”市扶贫办
人力资源开发处调研员徐海青说，部
分贫困群众之所以贫困，一个重要原
因是精神上存在一定的“等、靠、要”思
想，因此要让他们彻底告别贫困，首先
得激发他们的志气，做好扶志工作。
另一方面，贫困还与其受教育程度、文
化水平和技能知识有关，因此在“扶
志”的同时还要“扶智”。

“志智双扶”工作如何开展？
一是开展雨露技工转移就业示范

培训，让贫困户通过学习获得一技之
长，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我们根据市
场需求调整培训项目，从厨师到母婴
护理，从鲜面制作到汽车美容，哪个工
种市场需求大、收入高我们就开展针
对性的培训。”徐海青说，今年为了鼓
励贫困户参加培训，市扶贫办还将出
台激励政策。

二是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和精气神

提振培训，针对市场行情好的农业产
业，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贫困户进行
培训。同时，通过脱贫攻坚讲习所、脱
贫夜话等平台，用贫困群众身边的典
型教育人、说服人、引导人，激发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心愿望。

这两项培训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
之有效的减贫手段。去年，云阳县44
岁的贫困户张兴培参加了为期一个月
的鲜面制作培训后，在当地一家面馆
找到了工作，每月工资3000多元，全
家的收入状况大为改观；无独有偶，秀
山县清溪镇凉水村贫困户张英亮通过
养猪实用技术培训，如今已发展起了
规模化的能繁母猪饲养场。

因此，今年我市决定投入上亿元
资金，继续深入推进这两项培训，其中
雨露技工转移就业示范培训5000人，
农村实用技术和精气神提振培训8万
人。

此外，今年我市还将开办扶贫车
间120个，新增贫困群众转移就业1万
人，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4000人，资助
贫困大学生8万人次，让贫困群众主动
脱贫的志气、信心和观念明显增强，摆
脱贫困的知识、技术和方法显著提高，
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积蓄力量。

扶志以自强 扶智以自立

重庆今年计划培训
贫困群众8.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