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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听说你原来的名字不叫蒋医民？”
“我看不惯国民党当官的，开诊所后，就

把名字改成蒋医民，要为民治病。”
“共产党、解放军的官和国民党的官不

一样，他们都是群众的一员呢！”
一番动员后，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

担任眼科主任的蒋医民最终来到第七军医
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以下简称“七军医
大”）工作。动员他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共和
国元帅贺龙。

近日，在陆军军医大学，市委党史研究
室三级调研员俞荣新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贺龙元帅不拘一格聚贤
才的故事。

派人登门拜访，为七军医大聚人才

时间回溯到1950年秋，在剿匪作战、进
军西藏和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由于不适
应高原气候，加上后勤供应困难，部队中的
伤病员大量增加。在此情况下，贺龙等西南
军政委员会领导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决定创建第七军医大学，即陆军军医大学的
前身。

创建军医大学，不仅要有校舍，还得有一
批高水平的医学专业人才。因此，在校舍兴
建的同时，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
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等人，要
他们带人在全军和重庆、成都等地物色人选。

“当时，重庆、成都两地算得上是人才济
济，有真才实学、医术高超者确实不少，但许
多人都开着私人诊所。”俞荣新说，由于他们
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不甚了解，因此对
到七军医大工作也是犹豫不决。

蒋医民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南京国民
党中央医院任眼科主任，上海医学院也曾慕
名聘请他担任兼职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
他随中央医院内迁重庆，此后就留在重庆，
并将名字由蒋俊儒改为蒋医民，开了一个

“蒋医民诊所”。
有段时间，贺龙的眼睛常常无法控制地

流泪，但一时又查不出病因，便派人去请蒋
医民。蒋医民听说是给贺龙看病，心里就有
点犯怵。但当贺龙亲自出门相迎并热情奉
茶后，蒋医民也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
截然不同的官员作风。

蒋医民为贺龙检查后，表示需要动个小
手术，但他又怕贺龙会发脾气。贺龙听后笑
着说：“治眼不就是捅那么一下嘛！还能比
子弹厉害吗？一个军人身上不钻几个枪眼
儿都不算军人。”

听完贺龙的话，蒋医民的顾虑也消失
了，贺龙的眼病手术也顺利完成。后来在贺
龙的真诚邀请和动员下，蒋医民加入了七军
医大。

被贺龙感动的还有宁誉。宁誉当时是
民国路70号咸临诊所的主治医生，早年毕
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出国留学。归国后，
曾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教授，在全国医
学界名望很高。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让西南军区
卫生部副部长张步峰和李幼轩登门拜访。
宁誉提出，希望学校能分配一栋房子，如果
没有房子，就希望上下班有车接送。同时希
望每天供应他一磅牛奶。

贺龙听后当即表示：“房子和汽车，人家

自己原来就有的，到七军医大来，当然要给
人家解决。牛奶，现在重庆供应困难，但你
们七军医大要想法子保证供应。”后经贺龙
批准，七军医大拨出专款为宁誉盖了一栋小
楼房，还专门拨了一辆吉普车，接送宁誉上
下课。宁誉很是感动，到七军医大就职后，
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了。

“全国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

“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一听是从美国
回来的，历史情况很复杂，不少人就对董秉
奇加入七军医大表示质疑。

“建设国家需要人才嘛，不能靠咱们山
沟里那一套了，要发挥别人的一技之长。全
国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眼睛要解
放，不要只看到鼻子尖，要看远些！”贺龙对
董秉奇却表示竭诚欢迎。

董秉奇到底是何许人？俞荣新介绍，董
秉奇原是国民党四川省卫生处处长，1924
年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预科毕业，后在美国
哈佛大学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在纽约
两家医院进修。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协和医
院外科主任，被誉为当时“中国外科第一把
刀”。国民党政府撤离时，曾派人送给董秉
奇一封带有3个“X”的紧急信件和飞机票，
要他赶快去台湾，但他没去。

由于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因此有人

听说董秉奇是从美国回来的便议论纷纷。
贺龙在了解情况后表示：“董秉奇不去台湾，
愿意为新中国服务，我们就应该竭诚欢迎。”

随后，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第一副
部长祁开仁等人把董秉奇从成都接到重庆，
安排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当顾问，请他
对七军医大的创建出主意。七军医大成立
时，经贺龙提议，任命董秉奇为第一副校长。

“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要团结好他们”

“贺龙对七军医大的人才队伍百般爱
护，对师生的工作和学习也格外关心，几乎
同每一位教授都谈过话。”俞荣新介绍，贺龙
总是说“你们要敞开思想，对教学和其他工
作有什么意见，随便讲，我们随时改进。生
活上有什么困难，也尽管提出来，能解决的，
咱们尽量解决。”

为了让教授们安心工作，根据贺龙的指
示，七军医大花了半年时间盖起两层高的教
授楼，解决了教授们的住房问题。贺龙还特
别叮嘱七军医大为教授们多买些图书和参
考资料，并设法买些外文书籍。同时，他还
指示西南军区有关部门开办了“八一”小学
和“人民”小学，让教授和学校工作人员的子
女接受良好教育，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贺龙经常对七军医大的校领导说：“你
们对待教授，政治上要从严，生活待遇要从
宽。在政治上从严是要知道人家经常在想
些什么，要从思想上和实际上解决这些问
题。逢年过节，你们要宴请教授和技术人
员，而且要丰盛；学校开会，要请教授们坐第
一排；看戏、看电影，要给教授们发最好的
票，带夫人一起去看。不要看这是小事，这
其实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对于高级知识分
子，要团结好他们，让他们留恋这里，把学校
当成自己的家。”

由于贺龙对知识分子和人才的特别尊重
和关照，使得许多起初不愿意穿军衣、不愿在
重庆工作的教授，最后都主动要求留了下来，
还有许多教授如赵东海、蒋医民、王世闻等先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七军医大也成为执行党
的知识分子和人才政策的优秀典型。

“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
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
这正是贺龙元帅对待人才的真实写照。”俞
荣新说，在当下，也只有从心底里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
件，才能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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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毅

打造旅游业发展升级版，美丽乡村是主
战场。在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后的
第二天，伴随着自行车邀请赛、花田音乐节等
文体旅融合活动的热闹举行，第十七届北碚
蜡梅文化艺术节在静观镇台农园隆重开幕。

依托生态景观优势，积极推动乡村旅游，
把发展旅游与振兴乡村结合起来，北碚这一
枝蜡梅花，已直接和间接创造6亿元的产值，
趟出了一条特色文旅农融合发展之路。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北碚静
观鲜有蜡梅种植产业，它只被当作一种普通
花卉，没人注意其经济价值。

有一年，一位名叫邓远富的北碚静观村
民砍下蜡梅花枝，拉到北碚街头和主城去售
卖，换回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村民们才意识
到，原来蜡梅还是个“稀罕货”！

渐渐地，每逢寒冬时节，梅香都会弥漫
在主城区的大街小巷，与腊肉、香肠一起散
发出迷人的味道——年味儿。

到2000年前后，静观蜡梅的种植规模一
度发展到2000多亩。不过，花农很快发现，
简单种植、初级售卖的蜡梅开始呈现同质化
竞争的趋势，村民们开始谋求突破路径。

“我们除了通过蜡梅深加工延伸产业
链，还提出了从‘卖花木’向‘卖风景’转变，
积极探索乡村旅游。”静观镇副镇长李亨东
介绍，近年来，他们与西南大学合作，对蜡梅
的有效成分进行萃取，先后开发出蜡梅香
水、面膜、洁面皂等20多个品种；与中科院
等机构合作，开发了蜡梅鲜切花礼盒、蜡梅

精油、蜡梅护肤品、蜡梅冻干花、蜡梅桩头、
蟠扎盆景等产品。同时还对蜡梅实行了抢
救性保护工作，鼓励兴建蜡梅精品园。

以素心的蜡梅精品园为例，这里的蜡梅不
但品类齐全而且品质较高，具备很强的观赏
性，人们来到这里除了可以赏梅，还可以在蜡
梅林里泡温泉。除此之外，精品园还设计了有
科研、科普功能的区域，为深度挖掘蜡梅文化，
拓展精品园的商业途径，提供了良好条件。

为了抓住机遇开发乡村游，静观一方面整
治乡村风貌，在蜡梅田间修筑道路，鼓励村民
开设农家乐。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从外地
引来业主，建成多个集桩头盆景观赏、产品研
发、文化科普培训功能于一体的蜡梅观赏园。

以蜡梅观赏旅游为核心，静观又先后开
建静观古街、爱情文化主题公园、央视微电
影基地，以及山里院、陶花源、地科酒店、对
山居等多家乡村园林酒店。

一手抓产业，一手抓文化。当前，北碚
借助一枝蜡梅花，大力推进农业与文化、旅
游、体育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基本形成了以

“花康养”为主题的全域旅游格局。
数据显示，目前北碚花木种植面积6.85

万亩，直接农业产值6.8亿元。其中，蜡梅种
植面积1.2万亩，直接农业产值1.3亿元，带
动深加工、文化旅游等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总产值达6亿元。

一支蜡梅引路 乡村振兴加速跑
目前北碚种植蜡梅面积1.2万亩，带动创收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王翔）“现在街道两边
整洁多了，看着心情都舒畅了很多！”如今，
在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很多群众都发现：他们
身边不少地方多了餐厨垃圾和大件垃圾的
收纳箱，原本让人烦心的餐厨和大件垃圾乱
丢乱放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善。这都归功于
当地城市管理聚焦细处带来的变化。

巴南李家沱街道老旧小区较多，各类大
小餐馆有数百家，按照餐厨垃圾的相关管理
规定，餐馆都应将餐厨垃圾放置到专门的餐
厨垃圾桶里，然后进行统一的收运，但一些
小餐馆由于地势所限，将垃圾桶放置在了人
行道上，时常出现垃圾桶内垃圾过多导致污
水横流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和周边
群众的生活。

“群众事无小事，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我
们聚焦细处，着力解决这类群众反映突出的
问题。”李家沱街道一负责人说，为了解决餐
厨垃圾桶摆放分散、滞留时间长、外观较脏等
问题，李家沱街道投入24万元，在原有餐厨垃
圾桶摆放处，创新设置了餐厨垃圾桶收纳箱
186套，并安排专人进行规范化管理，改变了

以往餐厨垃圾桶在路边随意摆放的情况，给
市民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街道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不
少老旧社区淘汰的家具、废旧电器等大件垃
圾，存在乱堆乱放的问题，群众反映十分强
烈。为此，李家沱街道投入38万元，在老旧
社区统一设置25个大件垃圾收纳箱，并进
行集中收运，让原本暴露在外的大件垃圾，
也有了地方摆放，既改善了市容市貌又方便
了居民生活，得到了群众的一致称赞。

巴南李家沱城市管理聚焦细处

餐厨和大件垃圾收纳箱获群众点赞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在刚过去的2019年，重
庆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了外商工业投资高速增
长。1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济信息委获悉，
截至2019年11月底，全市吸引外商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52.4%。

市经济信息委表示，近年来，我市对传统产业实
施智能化改造，同时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
智博会、西洽会等国际性产业合作平台，以及加快陆
海新通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对全球制造
业要素资源的集聚力和吸引力。

同时，我市还不断深化改革创新，营造良好投资
环境。通过发布《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行动方案》《重庆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实施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36条举措
等，为外资企业在渝开展制造业投资提供指引，同时
提供高效便捷审批服务。在强化项目调度、推动项
目加快建设方面，我市建立外商投资项目清单，落实

“一对一”跟踪服务，主动协助企业办理审批手续、筹
措建设资金，提前做好水、电、气、讯等要素保障。

2019年，在吸引外资重大项目方面，我市签约
引入奥特斯IC载板三期、柯马机器人本体制造等投
资项目，协议投资金额715亿元；新投产SK海力士
存储芯片封测（二期）、利勃海尔机床等项目，重点投
产达产项目对全市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达到50%，
外商工业投资快速增长有力支撑了全市工业投资平
稳运行。

去年1-11月重庆吸引外商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2.4%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经济信息委获悉，去年我市深化电力接入改革优
化营商环境方案实施以来，为企业带来真金白银实
惠,今年全市工商企业均可参与电力直接购买交
易。此举将进一步降低用电成本。

“引导企业直接与电厂进行电力交易，将有效降
低其用电成本。”市经济信息委电力处相关人士称，
电力直接交易是指符合准入条件的用电企业与发电
企业之间，按自愿参与、自主协商原则，两者直接进
行购售电交易。其中，直接交易价格由电力用户与
发电企业通过自主协商、集中交易等方式确定，不受
第三方干预，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比如，此前重庆国际复合材料公司与彭水电厂
签订电力直接交易协议后，企业用电每千瓦时可节
省0.03元，全年可降低用电成本约2897万元；重庆
星星套装门公司与国电投白鹤电厂签订电力直接交
易协议，可节约用电成本0.216元/千瓦时，全年可
降低成本约475万元。

市经济信息委表示，我市自启动电力直接交易
以来，逐年降低直接交易准入门槛。2018年7月全
市电力直接交易的企业准入标准降低至50万千瓦
时，并且对渝东南、渝东北市级工业园区不设门槛；
到了2019年，电力直接交易准入标准对所有工业企
业全面放开。

截至2019年 11月底，全市已准入用电企业
3360家，发电企业39家，售电公司137家，进行直
接交易电量共计232亿千瓦时，企业与电厂进行直
接交易的电量占全市工业企业总用电量比重提高到
70%，累计释放改革红利约23.8亿元。到2020年，
随着电力直接交易准入门槛完全放开，参与交易的
企业数量和交易电量规模都将进一步扩大。

优化电力服务降低用电成本

今年重庆工商企业
都可参与电力直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从1月1日
起，两江新区在全市率先推出个体工商户自助登记
服务系统，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只需凭身份证，便可通
过智能一体机自助申请营业执照，最快5分钟即可
领取。

据介绍，该系统是在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
和支持下，由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着手开发的，是
两江新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个体创业者注
册登记便利化、激发大众创新活力的一项创新举
措。

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该
系统，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在营业执照智能一体机
上进行实名认证并进行自助填报。申请时只需在终
端机进行自助填写或扫描身份证获取个人信息、点
选经营范围等步骤，系统就能自动识别并生成相关
申请表格和文书，经审核通过后即可自助打印领取
营业执照，实现“零见面”的登记模式。

目前，该系统已在两江新区9个市场监管所、2个
集群注册中心以及部分银行网点的营业执照智能一
体机上完成铺设，并于1月1日正式启动运行。下一
步，该服务系统的业务范围将逐步扩展至个人独资企
业、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设立登记等其他业务
类型，进一步有效缓解目前登记窗口预约难、排队长、
业务多的状况，有效提升群众办事的便利度。

两江新区推出个体工商户
全程电子化自助登记
最快5分钟领取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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