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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自国：用一生来践行医者誓言

近十年来从未休过年休；
诊治患者达数万余人次；
从未有纠纷和事故发生；
......
这一组数字是仁和区人民医院外

二科（骨科）主任童自国创下的。
提起童自国，患者心中的第一印象

都是“服务态度好，待人真诚。”参加工
作 20 多年来，童自国始终践行医者誓
言，用行医一时、鞠躬一生的仁心仁术
树立白衣天使的圣洁形象。

每天早上八点，仁和医院外二科的
医生们就开启了忙碌的一天，童自国总
是一边听取医生们对住院病人的情况
汇报，一边交代当天的工作任务。

患者唐永秀的双腿患严重的类风
湿性关节炎，病情发作的时候，根本
无法下地走路。童自国和他的团队
经过反复检查论证，决定对唐永秀进
行膝关节置换手术治疗，彻底解决她的
病症。

“童主任每天都会一早到病房关心

我和其他患者，有时做完几台手术
后已非常疲惫，但他还是会到病房
来询问我们的情况，怕我们恢复不
理想，还帮我们活动腿脚。”唐永秀
感激地说。

20多年来，像唐永秀这样得到悉心
治疗康复的病人，童自国已经不记得有
多少。童自国说，因为工作性质和仁和
医院骨科医生少，所有的医护人员基本
上都没有正常的节假日。因为手术需
要，骨科大夫需要24小时电话开机，随
时待命，日积月累之下，口碑和信任就
是这样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

对于一些骨折病人，为了减轻患者
的痛苦，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连台手
术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童自国
说，他曾经就有连做 4 台手术、长达 11
个小时不能离开手术室的经历，他做过
最长的一台手术差不多有 8 个多小
时。在做微创技术手术时，还要穿着30
多斤重的铅衣，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当
手术完成脱掉铅衣时，里面的衣服都已

全被汗水浸透。手术的时候因为注意
力高度集中，不会感觉到累，但手术结
束后、尤其是做完连台手术后，紧绷的
神经放松才会感到很疲惫。

正是这种把病人时刻装在心里而
付出的点点滴滴，感动了病人，也带动
了同事。

这一点，骨科医师金洪标体会很
深：“童主任专业技术非常过硬，对患者
也相当和蔼，很多病人都是慕名来找
他，很多时候都是要求童主任亲自做手
术。虽然童主任很忙，但不管再晚，只
要病人有要求，他都会亲自上台带领我
们做手术。”

在工作中，童自国经常把学到的先
进知识和理念与科室同事交流分享，带
出了一个团结协作、技术精湛的团队，

他的团队先后开展了髋关节置换术、膝
关节置换术、胸腰椎骨折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腰椎滑脱经后路复位固定融合术
等30余项新技术、新项目，为无数患者
减轻了痛苦。

医乃仁术，医者仁心。童自国用精
湛的医术，真诚的爱心，让众多饱受病
痛的患者得到康复。

目前，仁和区人民医院外二科医生
共有 8 名，在他的带领下，全科整体实
力、整体技术的提高，让仁和的患者们
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医治，也一
定程度解决了仁和区人民患者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吴文月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文/图

童自国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童自国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

最美劳动者

带领乡亲走上致富路
——大龙潭彝族乡回乡大学生徐世文的创业梦

“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家乡的芒果
产业也在兴起，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
种植水平不高，技术落后。想到这些，
我就决定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乡，
改变芒果产业的面貌。”2008 年，刚从
成都西华大学毕业的徐世文不顾父母
和亲人的反对，放弃在成都就业的机
会，毅然回到家乡创业。

回到家乡后，徐世文找亲朋好友借
钱，成立了攀枝花宏景天农资有限公司
新街分店。

“做农资销售不仅要为农户解决种
植难题，还要传播新的种植技术和管理
方式。但真正做的时候，我才发现其中
的艰辛。”徐世文说，由于倡导全新的种
植方式和用药管理，很多农户对刚走出
大学校门的徐世文持怀疑态度，就连父
亲都不认同他的种植方法，依旧按照传
统模式管理农作物。

面对质疑，徐世文只能用效果和产
量说话。“当时没有车，我就带上干粮和
水，顶着烈日走到农户地里，给农户讲
芒果如何栽培、修剪、施肥，给农户做药
效试验，让他们亲眼看到效果。”刚创业
的那段时间，徐世文经常去到很多农户
的地里，帮他们解决种植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的
努力，徐世文所服务的农户从刚开始的
芒果卖几千元，到后来能卖几万几十万
元。石蚌塘组的一位芒果农户说:“我
们组的芒果能够卖到这么多钱，全靠小
徐的指导，小徐真是帮了大忙。”口碑效
应之下，后来，“我要去大学生店里买农
药”，成为了新街村民的“日常”用语。

2011 年，为了做好芒果全程管理
技术方案和提升芒果品质，在新街村附
近，徐世文承包了10亩芒果地，建起了
一块芒果栽培示范园，从小苗到嫁接到

投产，亲自参与整个生育期的管理。最
近几年投产后，每年都有很多农户慕名
到示范园参观学习交流，徐世文总结的

“三刀法”“快速投产修剪法”深受农户
喜欢。

在农资店不断扩张的同时，产业发
展却遇到瓶颈，形成了难突破的局面，
这时的徐世文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存在
局限性，唯有加强学习才能碰撞出火
花。因此，他自费出去参加本行业的各
种论坛和技术交流会，比如广西全国芒
果产业高峰论坛和欧洲现代农业之旅，
目的就是为了引进更好的产品和技术，
提升本乡芒果产业的水平。

近年来，大龙潭彝族乡为推动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加快扶贫攻坚步伐，大
力推行以农村党员种植养殖大户为核
心的模式，创建农村党员创业示范基
地，并组织区内外的“土专家”“田秀才”
采取长训与短训相结合、推广新技术与
现场指导相结合等方式，为广大农户传

输农业科技新知识，增强他们的创业意
识，提高创业能力，实现以培训促创业、
以创业兴产业、以产业促增收。

对此，徐世文再次看到了曙光，他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把党的思想当作他
的行动纲领。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当看
到芒果品质参差不齐、群众产业发展受
限后，徐世文毅然决定带领村民成立了
攀枝花芒管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对芒果
进行统一绿色化、标准化种植管理，以
种植、采收、包装、销售一条龙服务的方
式，让农户的芒果不仅有产量，更有品
质，让大龙潭彝族乡的芒果产业步入持
续健康的发展道路。

现在，徐世文的农资经营还在不断
扩大，2018 年销售额达 1000 万元，其
辐射服务作用也越来越强。谈及梦想，
33岁的徐世文说：“我想要让农资服务
打通全产业链，做成种植、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大公司，走出本地的地域限制，
带领身边群众走上致富道路。”

本报讯（高泽华 记者 王南桢 文/图）
“大哥，你家这个新房子很不错啊，住着舒服
吧？”“是党的政策好啊！这么热的天你们又来
看我们了。”……近日，仁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 84 名帮扶干部顶着烈日深入 5 个村对 86 户
帮扶贫困户进行了入户走访。

在为期4天时间里，帮扶干部们带着各种生活
用品来到帮扶贫困户家中，询问着他们的近期生
活、生产状况，教会他们使用贫困户信息二维码，并
提醒高温天气下做好森林防火，注意险情处理。

看着永胜村沟边组通往山上芒果基地的村
道已经铺上了一段水泥路面，大家的心也和阳
光一样火热了。“你们捐助的钱帮了我们大忙，
要不通往地里的村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
啊。”永胜村的村干部感激地握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局长曾剑峰的手表达谢意。

而高峰村的村民牛朝成一看到帮扶干部的
到来，连忙摘了满满一篮子油桃让大家一起分
享他收获的喜悦。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帮
扶干部不断完善贫困户的相关资料，经常走访贫困
户与他们拉家常，为他们打扫卫生，送去化肥、米、油等
用品。虽然这些都是一件件小事，但通过这些小事，帮
扶干部向帮扶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相关惠民政策，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贫困户手中。同时，也让
帮扶贫困户记住了帮扶干部的笑脸和电话，有困难第
一时间向帮扶干部求助，帮扶干部也竭尽所能对他们
进行帮助。今年以来，该局已向区内的帮扶户捐助了
264双新运动鞋、现金2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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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讲

的这句话，揭示了新时代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激发起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信心和决心。近年来，仁和区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们以真抓的实劲、敢

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把蓝图变为现实，

书写无悔的奋斗人生，为仁和高质量发展美好画卷增色添彩。

从即日起，“这里仁和”将开设《最美劳动者》专栏，展示仁和人

民对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的思考和各个岗位上奋斗者的精彩故事。

帮扶路上 细微之处见真情

□起裕鸿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文/图

在乡村振兴中，本土人才就是潜在的人才资源。当前，大龙潭彝族乡
紧盯返乡大学生这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主力军，着力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注重返乡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政治激励，把政治素质过硬、示范带动广
泛、群众公认度高、懂经营善管理的返乡大学生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和后备
干部人选。大龙潭彝族乡新街村返乡创业大学生徐世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优秀代表。

仁和区探寻文旅商品产业发展之计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

讯员 高铭）近日，由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牵头，仁和辖区近20家企业
代表汇聚一堂召开了旅游商品企业座
谈会，探寻文旅商品产业发展之计。

此次座谈会邀请的企业代表涉及
钒钛制品、农副产品、工艺美术制品
等多种业态。在座谈会上，企业代表
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结合各自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积累
的经验，从文旅商品设计、研发思路、
如何扩大影响力以及需要政府在哪
些方面给予政策扶持等发表了意见
和建议。

攀枝花苴却石行业协会会长任
秉惠认为：“苴却石行业的发展一定
不在砚台上，应以砚台为核心，以非
砚产品为主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如何融入、挖掘独特的文化性、艺术
性，苴却石在这方面是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施展的。”

不仅苴却石需要充分挖掘文化内
涵，各参会企业代表也纷纷认为，文化
旅游商品离不开文化的依托，只有充
分完善商品的文化底蕴，讲好背后的
故事，文旅商品产业才能磅礴发展。
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商品创作研发过
程中，将加大文化发掘力度。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
讯员 何光军）5月7日上午，在仁和
区总发乡立新村垃圾中转站项目施工
现场，一台吊机在开展吊卸作业，几十
名工人在绷扎铺设钢筋、砌挡墙、浇筑
混凝土……一片忙碌的施工场景，标
志着仁和区垃圾中转站建设工程正按
施工进度有条不紊地推进。

据了解，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快
速拓展，居民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
加，收集生活垃圾的区域也不断扩大，
导致目前仁和区现有的垃圾中转处理
能力严重不足，而且处理工艺技术较
落后，出现了“跑冒滴漏”现象，被纳入
了环保督查限期整改重点项目。为满
足当前生活垃圾中转的迫切需要，进
一步完善生活垃圾收运体系，仁和区
启动了新的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该

项目位于仁和区总发乡立新村六组，
占地 6695.93 平方米，预计投资 1753
万元，将新建一座日处理200吨垃圾
生产线，包括压缩车间、业务用房及相
关配套设施等，建筑面积496.47平方
米。

据介绍，该工程属于四川省城乡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推进建设项
目、市级民生实事工程。经过前期各
部门的通力协作，新的仁和区垃圾中
转站项目已完成规划选址、专家环评
技术论证、招标投标等程序，于 2019
年 4 月初开始动工建设，目前项目建
设正按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将于 6 月
下旬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
使仁和区的城市环卫基础设施得到进
一步的完善，全面提高城市垃圾转运
处理效率。

仁和区垃圾中转站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仁和区人社局采取多项措施推进就业扶贫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今年以

来，仁和区采取就业援助、春风行动、
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有力举措，深入开
展就业扶贫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稳步
推进。

据了解，在就业援助中，区人社局
利用全区居民大走访活动、企业职工
走访慰问活动、集会、微信群等形
式，深入就业困难人员家庭，开展
形式多样的就业扶持政策宣传活
动。共入户走访就业困难家庭 282
户，确定未就业困难人员 142 人，帮
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670 人，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帮扶政策
558 人。在春风行动中，共发放就
业创业政策宣传资料 4000 余份；全
区 14 个乡镇（街道）共组织专场招
聘活动 5 次，提供公共就业创业服
务 798 人。在公益性岗位安置行动
中，优先安排大龄残疾人员及其家
庭的贫困劳动力，累计开发安置农
村公益性岗位 342 人，专门用于看护
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和重度残疾人，社
会治安协管、护林绿化、维护乡村道
路、监测地质灾害、乡村保洁、劳动保
障协理等方面。

本报讯（田原 记者 王南桢）在
“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5月10
日上午，仁和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与仁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
医护人员前往普达颐养护理院，开展
了“爱老人、送健康”免费体检、健康咨
询和义诊活动。

据悉，普达颐养护理院是一家集
“医、养、护、乐”为一体的康养单位，现
有60多名老人在这里安度晚年，岁数

稍小的60多岁，最大的97岁。当天，
医护人员来到护理院，将白衣天使的
神圣职责主动融入康养事业当中，为
老年人开展免费测血压、血糖监测、
心电图检查等项目 40 余人次，义诊
咨询 20 余人次。同时，在义诊活动
中，义诊医生还围绕夏季如何养生，从
日常生活着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
解了中医保健知识，受到了老人们的
一致好评。

节日送“健康” 温暖老人心

本报讯（起裕鸿 记者 王南桢）
近日，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组织裕民、
新街和迤资3个村开展了地质灾害点
防汛演练，进一步提高防汛防洪应急
抢险队伍的抢险能力，增强广大干部
群众防灾避灾意识。

大龙潭彝族乡共计 13 个地质灾
害点，分布在裕民村、新街村和迤资村
3个村，涉及89户359名群众，威胁财
产达 1159 万元。当天的应急演练设
在全乡各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应急演
练现场，监测人员发出警报后，立即指

挥村民撤离现场，迅速将灾害点所有
村民群众疏散转移到指定的临时安置
点。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组织有
力，预警与响应快速，达到预期目标。

演习结束后，大龙潭彝族乡要求
各村支干部、地灾监测员要将防灾责
任、防灾措施落实到实处，全面提高
地质灾害防御能力和自救互救意
识；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建
立完善地质灾害联动预防机制；强
化应急值守和督查工作，全力做好防
灾减灾工作。

大龙潭乡开展防汛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
讯员 薛巍）近日，仁和区举行 2019
年基干民兵整组点验大会，100 余名
应急民兵统一着装，精神抖擞，以饱满
的热情、昂扬的士气接受了点验。

当天，伴随着庄严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歌》歌声，仁和区2019年基干
民兵整组点验大会在区人武部拉开序
幕。大会宣读了基干民兵干部任职命
令，对参会民兵进行了人员清点，并为
民兵应急连授旗。全体基干民兵进行

集体宣誓，誓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向党和人民发出了庄严的承诺。

攀枝花军分区司令员王庆吉在点
验大会上指出，今年是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的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期
间民兵组织规模和结构调整的关键
之年，全体基干民兵要切实增强“人
人重视国防、单位建好民兵、个人当
好民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化战
备意识，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
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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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区基干民兵接受整组点验

帮扶干部走访帮扶户帮扶干部走访帮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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