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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夫妻之间
遇到的很多问题，一旦把握不慎就成了
法律问题。”9月4日，永川区卫星湖街
道石龟寺村老店子大院，一场由律师讲
解的“乡贤法治茶话会”正热闹地进行，
村民们吃着西瓜听律师讲解发生在身
边的法律故事。

“夫妻间吵架是常事，不过一旦超
过了限度，例如动手使对方造成了伤
害，那夫妻间的吵架就再也不是家事，
而是法律问题了。”当天的“乡贤法治茶
话会”上，律师不仅结合农村生活讲述
了大量的法律故事，还给村民们提供了
诸如村民纠纷、宅基地划分等许多法律

咨询。
“这样的茶话会有意思，对我们的

生活有作用。律师讲的故事都是身边
事情，我们听得懂。”村民诸彦刚的话引
来乡亲们的纷纷点头。大家表示，以前
法治宣讲总觉听不大懂，但是这种讲故
事的方式，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咨询一
些法律问题也方便。

石龟寺村的“乡贤法治茶话会”在
我市乡村不是特例。“法治茶话会”已成

为我市开展乡村普法促进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在全市
普遍开展。2018年以来，市司法局组
建以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
等人员为主的普法讲师团，常态化深入
乡村开展“庭审进乡镇”“庭审进院坝”
等各类普法活动。

市司法局相关人士表示，通过“法
治茶话会”的形式能更好的地将法治宣
传深入到基层一线中去，是开展民主法

治村（社区）建设的有力抓手和创新形
式，有利于提升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区）创建质量和水平，有利于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截至目前，全市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的基层执法人员占比已超过80%，对
全市8万余名村干部开展了普法宣传
教育，95%以上的村利用普法阵地开展
了法治宣传，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69个。

“乡贤法治茶话会”让乡村普法接地气

瓦店村卫生室，和别处没什么不
同。有病人上门，药柜后面的女医生便
会“走”出来，白大褂下的两条裤腿打了
个结。她一手执一个枣木小板凳，“走”
到椅子边，身体向前一跃，熟练地坐上
去。

“你好，有哪点不舒服？”医生脸上
带着笑。

9月5日，记者在合川区清平镇瓦
店村卫生室见到李菊洪时，她一如往常
地忙碌着。

行医18年来，李菊洪以凳为腿，
“走”坏了26根小板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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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村当村医，她给自己
定下三条规矩

村卫生室的药柜是特制的，高度只
有一米，李菊洪一手撑在小板凳上，身
子一侧，另一只手拿药。这样的动作，
她做过无数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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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女儿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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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此，小板凳就成了她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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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有不少人质疑：“你自己都是
残疾人，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还帮人
看啥子病？”

刚当村医不久，村里一位老伯突然
不省人事，李菊洪一看就急了，因为这
位老伯很可能是脑部出血，如不及时抢
救，会有生命危险。她直接呼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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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了当医生的李菊洪，不断有人上门就
诊。

李菊洪给乡亲们看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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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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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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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攥着轮
椅钢圈的手都攥红了，轮椅还是一点点

往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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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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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坏了26个小板凳。

每到一户，李菊洪就会把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给村民们讲一遍。在瓦店村
的村民中，有多少人需要定期监测血
压、血糖，有多少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
性病，李菊洪都谙熟于心。

很多时候，李菊洪的随访，也是对
老人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和那些病人
拉拉家常，他们跟你说一些他们家里面
的事情，或者听他们有时候说一句：‘哎
呀，菊洪我吃了你的药，我的头不疼

了。’每当听到类似的话，我就觉得挺开
心的。”

脑癌来袭，她仍记挂着
为乡亲们看病

就在李菊洪以为会一直这样“走”
下去时，命运的折磨再一次降临到她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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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左右的阴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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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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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在，随后进行的手术很顺利。

半个多月后，李菊洪回到村卫生室
时，很多人才知道她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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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耳听不到。帮人看病时，她身体
不得不往右倾，用左耳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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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乡
亲们离不开我，我愿意为乡亲们看一辈
子病。”

无腿村医李菊洪——

“我愿意为乡亲们看一辈子病”
本报记者 李珩

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文博会）将于9月12日至15
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9月5
日，记者从文博会组委会了解到，本次
文博会N4馆作为特色文化产业交易
馆，设置有海外侨胞文创、闽台文创、汽
车文化等多个展区，让市民感受传统中
医的神奇疗效，淘海量文创精品。

百年“少林堂”现身文博会

清顺治年间，刘氏先祖由湖广迁来
重庆，由最初的“遂安堂”到现在改为

“中医少林堂”，已有约350年历史。少
林堂代代相传的《针灸·刘氏刺熨疗法》
在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本届文博会上，该
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医少林堂
第十四代传人刘光瑞将携“少林堂”现
身文博会。

刘光瑞介绍，本次“少林堂”展区分
为巴渝养生、巴渝绝技、巴渝家风三个
主题，展区内将展出其自撰二十四节气
楹联，以及根据二十四节气发明的养生
轮盘《养道恒历》。

除了观展，观众还有机会免费体验
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针灸治疗，感受传统
中医的神奇。文博会期间，刘光瑞还将
在现场推出中医秋冬养生、国医药茶养
生、自我康养养生、中医食疗养生四期
养生系列讲座。

海量闽台文创精品等你淘

本次文博会还邀请了众多台湾文
创企业参展。

来自台湾新北市的禅蒲企业有限
公司，带来的展品在设计上将唐朝的多
元文化及多层次的生活意境、艺术等，
运用在珠宝设计创意这门艺术上，提升
了珠宝材质的价值、美感、品位，让观众
通过这些珠宝感受盛世唐朝的风采。

在闽台文创展区，台湾传统漆工艺

《蓬莱涂》技艺保存者吴树发将携带自
创的“桦泰漆器”亮相，让观众领略具有
台湾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漆工艺之
美。此前，该漆器主要以外销日本为
主。

手工玻璃艺术大师林瑶农所创立
的玲珑窑玻璃工艺有限公司，也将携数
十年精心创作的玻璃珍宝亮相此次文
博会。据介绍，这些玻璃工艺品均是在
高温下焠炼，通过迴旋技术，结合金银
与虹彩的梦幻交织，让每件作品皆透入

真、纯、巧、意，显得独一无二。
此外，展区诸如茶壶、竹盘、竹编

壶、斗笠壶等茶具，陶器、拼布壁饰、拼
布包、刺绣、珠绣等多项精美手工艺品
也等你来淘。

首设华侨展示区吸引30
余家企业参展

本届文博会还首次开设“华侨文
化展示区”，展区面积达1500余平方
米，邀请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泰

国等12个国家的30余家侨资企业参
展，展品涉及教育、医疗、体育、旅游、
珠宝、服装、食品、酒水等多个行业和
领域。

重庆市侨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华侨文化展示区”聚焦重庆与海内外
文化产业融合，展现海内外不同地域的
华侨文化特色，既为宣传重庆、推荐重
庆、扩大重庆在海外的影响力提供了良
好契机，也为海内外企业来渝发展提供
了多元化的交流合作平台。

文博会特色文化产业交易馆等你来

体验神奇中医 淘宝文创精品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本报绵阳电 （记者 仇峥）第七
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下称绵阳科博会）9月5日在四川绵阳
开幕。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重庆
伟力哲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多家重庆机
器人公司集体参展，成为绵阳科博会的
一个亮点。

这也是今年7月《深化川渝合作推
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点工作方
案》签署以来，重庆企业较大规模赴四
川参加的一次经贸活动。

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告诉记
者，之前重庆制造的机器人已向四川长
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四川长虹）
等企业供货，希望通过此次展会，能深
度参与绵阳企业的自动化提升。重庆
伟力哲机器人有限公司携带了ABB、
优傲等公司的机器人参展。现场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京东方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惠科股份有限公司等项目
的引进，绵阳对机器人的需求将大幅增
加。

本届绵阳科博会展览面积7万平
方米，2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
687家国际国内高新技术企业、机构，
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
领域，进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成果及产品展示。

又讯 9月4日，“走进中国科技
城·百家党媒绵阳行”大型采访活动启
动仪式在四川长虹技术中心举行。近
百家中央、省级媒体、重点网络新媒体
和重点城市党报的社长、总编和记者齐
聚绵阳，开启了为期3天的联合采访。
本次活动由绵阳市委、市政府和中国报
协党报分会主办。重庆日报记者前往
绵阳科技城创新中心、四川九洲电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地进行了采访。

重庆机器人公司集体参展
成绵阳科博会一个亮点

今年7月，重庆市与四川省签署的
《深化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重点工作方案》，明确了9大方面36
条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战略协同、区域
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协作共兴等内容。

记者此次在绵阳采访了解到，随着
重庆与绵阳之间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丰
富合作内涵，“川渝一盘棋”使两地企业
共同受益。

绵阳市经济合作局的数据显示，自
2015年以来，重庆到绵阳的投资项目
已约百个，累计投资超过200亿元，项
目涉及信息化、自动化等多个领域。

2016年，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投
资了绵阳猪八戒创新创业园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线下双创服务平台，绵
阳猪八戒创新创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依托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的线上流
量，将订单推送给入园企业，打造线上
线下互动园区。两年多来，已孵化了
80余家绵阳当地企业。“之所以投资绵
阳，我们看重的是四川长虹等形成的科
技型产业集群。”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四川长虹等行业龙头企业，随着绵阳
在5G、卫星应用、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兴
领域的产业培育和壮大，重庆企业将在

绵阳收获更多发展机会。
重庆企业投资绵阳的同时，绵阳企

业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在重庆投资、创
业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九洲集团）是绵阳一家年销售收
入超过200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这
家企业投资了重庆九洲星熠导航设备
有限公司（下称九洲星熠）。之所以到
重庆投资，九洲集团人士表示，首先是
公司在卫星导航领域的技术优势明显，
同时也看重重庆的人才基础，以及庞大
的市场前景。目前九洲星熠在位移监
控终端等领域不断取得市场突破。除
了九洲星熠，来自重庆四川商会的消息
称，绵阳企业家创办的重庆狼卜品牌营
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已登陆新三板。

在不断加大项目投资的同时，两地企
业还借助创新型科技平台，寻找合作机会。

绵阳在科技创新方面推出了四川
省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该平台汇聚
了200多个单位的5000多台科研仪器，
能向社会提供1.1万余项服务，在盘活科
研仪器基础上，也助推了企业发展。借
助这一平台，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
近期正与绵阳客户进行项目对接。

“川渝一盘棋”两地同受益
本报记者 仇峥

新闻纵深>>>

3月18日，合川区清平镇瓦店村，受肿瘤影响，李菊洪的右耳失聪，在听患者讲
述病情时，不得不向右倾，让左耳听得清楚一些。（资料图片） 记者 崔力 摄

将在文博会现场展出的部分巴渝家风匾额。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9月5日，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气象局签署
深化自然灾害应急预警联动体系建设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加快建立覆盖全
面、信息准确、传递畅通的自然灾害监
测和预警体系。未来三年内，预警信息
发布传播网络将覆盖全市11164个村
社级预警工作站，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双方将以“融合资源、凝聚
合力、凸显内涵、注重实效”为原则，完
善城乡融合一体化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共同建设智能化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等。

“我们将借助大数据智能化，共享

气象和应急管理信息，比如气象实况监
测信息，水旱灾害、地质灾害、雨雪冰冻
灾害等信息。”市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顾建峰说，双方还将进一步完善“联合
会商、联合发布预警、联合应急保障”的
联动响应机制。

据悉，目前全市已经建立起“市-
区县-乡镇-村-组-户”的六级预警工
作体系，建立了2064个村社级预警工
作站，以及包括3539个预警终端、160
余万短信用户、4.5 万个预警微信、
2600余块电子显示屏、700万电视机
顶盒在内的15类发布渠道，在每次灾
害性天气过程来临前均会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

应急预警网络将覆盖重庆一万多个村社

本报讯 （记者 黄乔）9月5日，
记者从由市人社局举办的2019年重庆
市“三支一扶”人员“助力脱贫攻、服务乡
村振兴”能力大赛决赛上获悉，我市今年
新招募“三支一扶”人员480名，将于9月
8-9日派遣到全市30个区县的乡镇基
层开展为期两年的“三支一扶”服务。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6-2019 年，我市共招募“三支一

扶”人员10272名大学生到农村基层从
事“三支一扶”工作，其中农技服务机构
3319名、医疗卫生机构3081名、文化
服务机构577名、劳动社保机构1868
名、扶贫机构770名、水利及其他机构
657名。目前，全市在岗服务“三支一
扶”人员736人，在扶贫岗位上和从事
扶贫工作的355人，占总人数的48%，
共联系帮扶贫困户1082户。

重庆今年新招募“三支一扶”人员480名

9月3日，丰都农民进行水稻脱
粒比赛。当日，该县“迎国庆庆丰收，
促和谐树新风”第二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庆祝活动举行，数千群众欢聚
一起，欣赏文艺节目，参与趣味比赛，
田间地头庆国庆，稻花香里说丰年。

通讯员 陈勇 摄

丰收之都 喜庆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