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8月，作为华蓥山起义重

要组成部分的广安代市、观阁一带的

起义行动相继失败，敌人对从华蓥山

撤离回重庆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肆搜

捕。部分资料还暴露了一位起义指

挥人员的体貌特征：年近六旬、人胖、

鬓白、脚跛，并称此人在华蓥山建立

西南总支部，亲自指挥华蓥山暴动。

“这个人就是曾霖。”12月25日，

渝北区社科联副主席刘佑红向重庆

日报记者讲述了一段动人故事。

出狱后，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

“1897年11月，曾霖出生在重庆

市渝北区龙兴镇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刘佑红介绍，1925年，曾霖由共

产党员黄克建介绍，进入叶挺领导的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1927年1月，独立团改编为第四

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曾霖担任团部

参谋。当年6月，曾霖随军调至江西

九江马回岭，并经张堂坤介绍，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

义战士，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3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起义军陆续撤离

南下广东，因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

起义军分散转移，曾霖被迫离开部

队。

“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曾霖并没

有抛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刘佑红介

绍，1927年11月，带着组织交代的使

命，曾霖辗转来到汉口，接上组织关

系。后经组织安排于1928年3月回

到重庆，改名田梓材。

1933年，受组织派遣，曾霖到叙

府（宜宾的别称）去做土匪李客熙的

工作。曾霖找了一个与李客熙熟悉

的人牵线，并随身带了一封介绍信上

路。没想到，路过犍为县时，这封信

被敌人查出，曾霖被当作“通匪嫌疑

犯”关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冬，曾

霖的同学兼拜把盟兄刘耀奎升任司

令，路过犍为县时，才将曾霖保释出

狱。出狱后，曾霖想方设法寻找党组

织。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曾霖得知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

经好友吕超介绍到八十八军范绍增

部任副营长，欲借该部出川抗日之

机，寻找党组织和新四军。1939年，

范绍增部到达江西弋阳，曾霖遂写信

给叶挺和周子昆，提出要到新四军参

加革命。信送出不久，叶挺回信，嘱

咐他到新四军上饶办事处。曾霖立

即离开范绍增部，经上饶到皖南，回

到了自己的队伍。

经审查，党中央批准曾霖重新
入党

回到部队，曾霖将自己脱党后的

情况如实向周子昆作了汇报，提出要

回到党的怀抱。但是，由于离开组织

的时间过久，周子昆要求曾霖先好好

干革命工作，待时机成熟再解决组织

关系。随后，周子昆安排曾霖担任新

四军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科长，1940

年 11 月，曾霖调新四军特务团做侦

察参谋。

1941 年 1 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发生后，曾霖所在团改为右纵队，

奉命经茂林往铜山、占高岭，向太平

方向佯攻。1月9日夜间，曾霖带着

侦察员在部队前方侦察前进，到达大

康王街上时，队伍被敌军冲散。腿部

受伤的曾霖带着十多人藏在附近的

谢村山上，断粮三天。1月13日夜，

国民党军队搜山，曾霖不幸被捕。

在关押期间，曾霖始终没有暴露

身份，只说自己是被新四军聘去当机

关枪教官的，其他一概不知。在狱

中，曾霖的腿伤不断恶化，直到1941

年底，他才被一个四川老乡担保出

狱，送去医治。

1943 年初，曾霖从湖南湘潭动

身返渝，几经周折，于 10 月回到重

庆。他先到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报

到，汇报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次日即

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1944

年9月去延安，先后在党校军训班六

部、二部等处学习两年。因曾霖于

1936 年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组

织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44年，经

审查，由陈毅证明，党中央批准，决定

让曾霖重新入党。

牢记党员身份，为党的事业奋
斗终身

1946年6月，组织决定派曾霖回

四川工作。1947年2月，四川省委书

记吴玉章召开省委及《新华日报》负

责人会议，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让曾

霖负责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

“尽管曾霖的右脚留有顽疾，但

为了察看地形，他爬坡下坎，日晒雨

淋，走遍了华蓥山区。”刘佑红称，

1947 年下半年，曾霖亲自指挥部署

各项起义准备工作。经过半年的努

力，有近一半的乡保政权和武装掌握

在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和统战对象手

里；曾霖还办了两个小型兵工厂，建

立了三支游击队，控制了县三青团和

教育理事会，并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

盾，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

考虑到大多数游击队员和领导

骨干未打过仗，缺乏军事常识，曾霖

先后在邻水、岳池、广安等地举办了

八期游击训练班。训练内容除政治、

形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节教

育、救护常识外，还讲解了游击战术

知识。没有教材，曾霖就将自己的军

事常识和亲身战斗经历，用生动的实

例和通俗的语言进行讲解，让学员们

受益匪浅。

1948 年 8 月，华蓥山起义发动

后，曾霖率领部队在广安的打锣湾与

邻水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敌人重兵

包围之中弹尽粮绝。曾霖带领剩余

的 20 多人突围时被冲散，孤身一人

在罗渡溪一户人家住了两天，又在荒

坡上宿了三夜，之后撤回重庆，因未

能找到组织，回到江北县龙兴老家隐

蔽。

回到龙兴后，曾霖也并未消极等

待，他一方面四处寻找组织，一方面

积极开展工作。在失去组织联系的

情况下，他利用本地的一些社会关

系，边隐蔽边坚持斗争。他在龙兴考

察发展党员，并于 1949 年建立龙兴

支部，领导当地党员和群众在反征

税、反征粮、反抓丁等方面取得成效，

他还派人打入当地自卫队，掌握国民

党地方武装。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发

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写标语、出墙报，

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反动罪行。

“重庆解放后，经党组织审查，曾

霖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在新的岗位上

作出了新的贡献。”刘佑红说，曾霖同

志两次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毫

不气馁，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

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最终回到党组

织的怀抱。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也

应像曾霖同志一样，心中时刻装着党

组织，切实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

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

情上信赖组织。

据12月27日《重庆日报》

曾霖：找到党组织重新入党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曾霖 （受访者供图）

进针、候气、出针……在区中医

院康复科名医馆，总能看到名中医

蒲朝刚手持银针为患者治疗的情

景。面对他的气定神闲与娴熟手

法，患者常常忘了一根根银针正刺

入自己的肌体。

针灸疗法是我国医学遗产的一

部分，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

疗方法。千百年来，对保卫人民健

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正是对“针

灸疗法”的崇敬，让年逾古稀的蒲朝

刚，在退休之后依然坚守在名医馆，

操持银针救死扶伤。

虚心好学深研医术

医者就是人体机器修理工，是

社会劳动力的保护者，需要有精湛

的医疗技术，需要渊博的医学知识

以及广泛的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知识。在蒲朝刚看来，为医者必

须虚怀若谷，勤奋刻苦，坚韧不拔，

集思广益，才能博采众家之长，形成

自己的见解风格，有所发现，有所前

进，有所创造。

1964年，蒲朝刚从原綦江县中

医进修班毕业后，又到北京中国中

医研究院进修，师承重庆市名中医

刘德鸿、张光寄、壅廷光等中医前

贤。在数十年从医路上，他勤求古

训，勇于实践，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以针灸手法精妙、处方疗效独特、患

者口碑相传而名声远播。

他自创了双手弹压无痛进针

法、五指梅花针、毫针型梅花针、颈

心综合征、颈胸综合征、颈胃综合

征、面瘫主穴的探讨、快针综合疗法

等。尤其是坚持不懈致力于面瘫治

疗的研究，博采众家之长而师古不

泥，独创了“自拟面瘫三花汤”。

他总结出银针治疗中风偏瘫的

“海、陆、空”联合创新方案：运用体

针深入血位（海）、梅花针长规叩刺、

头针醒脑（空）三结合方法以治疗中

风后遗症，可显著提高疗效、缩短疗

效。还总结出“蒲一针”快针疗法：

只用一根一寸或1.5寸毫针从头到

脚，一律不留针，长期大量事实证明

其疗效显著，操作简单，节约成本，

安全舒适，病人满意。

在深研医术的同时，蒲朝刚始

终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发表《新针

疗法讲义》《颈心综合征的诊断与治

疗》《耳针治疗白癜风疗效分析》《小

儿冬温治验》《关于面瘫主穴的探讨

及辨证治疗》《顽

固性便秘》《化脓

性中耳炎的中医

治疗》等学术论

文 40 余篇，至今

仍笔耕不辍。

妙手回春
救死扶伤

救 死 扶 伤 ，

医者天职。数十

年来，蒲朝刚依

托精湛的医术、

高尚的医德救死

扶伤，为无数患

者和家属带来希

望和幸福。从医

路 上 ，他 在 望 、

闻、问、切的诊疗

过程中，对待患

者不分贫贱、竭

心尽力、救死扶

伤，以他精益求

精与实事求是的

精神，深得患者

的信赖和认可而

远近闻名。

“ 如 果 没 有

蒲医生，我早就

死了。是蒲医生

救了我的命，我

会 一 辈 子 感 激

他 。”57 岁 的 丁

某，曾因同学聚

会过度兴奋而发

生急性头痛晕倒，经医院检查颅脑

CT，MRI 证实有脑血管动脉瘤。

在医院进行脑血管碘造影过程中，

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虽经

手术治疗却毫无起色，看到当时已

成植物人的丁某，面对家属哀求的

眼神，蒲朝刚回应：“只要有百分之

一的希望，我就会拿出分之百的努

力。”随后，他每日给予患者中药针

刺治疗，最终将患者救活。历时 4

年多的治疗，丁某终于过上了健康

的生活。

“人生是短暂的，生命是有限

的。正因生命有限，就得奋斗终

生”。时至今日，蒲朝刚没有停止前

行的步伐，为了救死扶伤，为了传承

弘扬中医药文化，他手里的银针还

在闪闪发光。

文/何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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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房地产市场

调控工作，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优化营商环

境、搭建交易平台、满足住房消费需

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

展。现就第七届房交会期间制定以

下购房优惠政策及兑付办法。

一、优惠时间及范围

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

3月31日止，个人新购的商品房（不

含限价商品住房、安置住房、棚改住

房），以不动产登记系统网签时间为

准；个人购买二手房（限于住房、商

业用房、办公用房）以不动产登记系

统业务受理时间为准；车位优惠政

策及兑付办法按照《重庆市綦江区

新购车位优惠政策及兑付办法》（綦

建委〔2019〕82号）执行。

二、优惠内容

（一）购买商品住房、二手房契

税优惠

凡个人购买商品住房（不含限

价商品住房、安置住房、棚改住房）、

二手房（仅限住房、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均按缴纳契税总额的50%奖

励优惠。

（二）购买商业用房、办公用房

契税优惠

凡个人购买商业用房、办公用

房均按缴纳契税总额的50%奖励优

惠。

（三）信贷政策

凡购买商品住房、商业用房、办

公用房的个人，在我区银行申请购

房按揭贷款时，银行按揭贷款应及

时到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房

贷额度应足额保障。

三、契税兑付办法

（一）受理单位

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

4月30日止，新购商品房由各房地

产开发企业统一在财政局税费中心

提交契税奖励优惠所需资料，并由

开发企业按规定填写《重庆市綦江

区第七届房交会优惠政策奖励明细

表》；二手房由购房者自行向财政局

税费中心提交资料。逾期不予受

理。

（二）申报资料

新购商品房需提交网签备案的

《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和复

印件，购买二手房需提交《重庆市綦

江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业务受

理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购房者身

份证复印件及收款银行账号信息复

印件；契税完税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三）兑付时间

区财政局税费管理中心对资料

进行审核后，对符合条件的在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直接支付到个人账

户。

（四）优惠政策咨询电话

区住房城乡建委：48678527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48602821

区财政局：48671605

【案情简介】

2019 年 10 月，区医保

局在全区开展的打击欺诈

骗保专项整治行动中，专项

检查组对綦江区石壕镇一

村卫生室进行检查时，发现

该村卫生室存在“将非协议

机构发生的费用纳入医保

费用结算”的违规违约行

为，涉及2019年居民医保医

疗费用10990.6元。

【调查与处理】

根据《重庆市医疗保险

协议医疗机构服务协议》及

《违规违约处理办法》之规

定，定点医药机构将参保人

员在非协议机构发生的费

用纳入医疗保险费用结算

的，所产生的违规违约费用

医保基金管理机构不予支

付；已支付的，予以追回。

同时，按违规违约费用5 倍

处以违约金，并处解除服务

协议。

【案情分析】

本案中，该村卫生室将

参保人员在非协议机构发

生的费用纳入医疗保险费

用结算，区医保局对该村卫

生 室 的 违 规 违 约 费 用

10990.6 元予以追回，由该

村卫生室缴纳违约金54953

元，共计65943.6元。同时，

解除该村卫生室医保服务

协议。

区医保局供稿

青山绿水綦江，优居乐业生活。1月13日，綦江区第七届房地产展示交

易会，将在通惠大道红星国际广场步行街开幕。此次房交会的集中展示时

间为1月13日至1月 19日。市民朋友在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买房，都可

享受到房交会购房优惠，优惠政策及兑付办法如下。

綦江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安全公告

綦江区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办公室将于2020年全

年在綦江区域内组织开展人工增雨、消雹和蓝天行动等

作业，为保证人影作业安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无关人员禁止进入作业工作区域，违者后果自

负；

二、任何人不得拆卸、毁损、盗取高炮、火箭发射架

等作业装备和弹药，违者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若发现、拾得作业哑弹或炮弹残留物，应报告或

移交给区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办公室（区气象局），联系

电话：（023）48665383、（023）48660922。

綦江区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1月13日

重庆市綦江区第七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
优惠政策及兑付办法

一村卫生室违规违约
被解除医保服务协议

大美綦江APP随手拍优秀作品选登

巨龙横跨 ■ 张绍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