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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綦江农民版画源于明清年间的木板年画，是一种先

在木板上雕刻出图画，再拓印而成的纯手工之作，具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艺术上吸收了木雕、石刻、布贴、挑花、剪

纸、木板年画、蓝印花布等民间艺术精华，作品构图明快，

色彩艳丽，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获得

广泛赞誉。下面，就一起去学习綦江农民版画的制作技

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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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不拘一格聚贤才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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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版画五步制作法

第一步：设计铅笔稿，先在纸上设计

好自己想要制作的版画草图。若有文字，

或左右有区别的画面，需要反向画稿。 第二步：完成色彩稿，用自

己喜爱的颜色进行上色。

第三步：用复写纸把色彩稿复在木板

上，然后再把画稿的线条拓在木板上，再

进行下一个步骤，刻板。

第四步：刻板，我们刻板主要是阴刻，

就是刻线条，阳刻是块面。

第五步：拓印，拓印主要是在掌握颜料

的厚重，干湿，在拓印过程中手拓的轻重有

与作品的质量一定的关系。在印制时先搭

配好画面的颜色，从大块面的色块开始印

制，綦江农民版画的色彩艳丽、饱满，通常需

要在同一块地方反复印制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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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肺结核病大国，但只要大家掌握了肺

结核的科学防治知识，就不必恐慌。这些防治小知识，

你可要记牢啦。

结核病是什么？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常见的慢性

传染病。除了头发和指甲外，身体任何其他部位，如淋

巴结、骨骼、关节、皮肤等都可以被结核分枝杆菌侵犯，

但最常侵犯的部位是肺部，称为肺结核。

肺结核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仅会影响人体健康，而

且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生命；同时，还有可能传染

给身边的人。所以，一旦患有结核病，一定要早治疗。

如何防止传染给其他人？

肺结核病人使劲咳嗽、咳痰、打喷嚏，或者大声说

话的时候，会把带有结核菌的飞沫播散到空气中，这些

飞沫被周围人群吸入将会造成感染。

传染期肺结核患者应该停工、休学，隔离治疗，独

居一室，尽量避免去公共场所，尤其是封闭场所。

传染期的患者去公共场所时应主动佩戴口罩，要养成不随地

吐痰的卫生习惯，用纸将痰包起来进行焚烧。病人咳嗽、打喷嚏时

要用手帕或肘部掩住口鼻，避免直接面对他人，减少结核菌的传播。

如何避免被传染？

第一，接种疫苗，这是一个预防疾病的很有利的武器，我们国家

的政策是在新生儿时免费接种卡介苗，这可以有效预防儿童重症结

核病的发生，但仍不能完全避免被传染。

第二，房间要经常开窗、通风，尤其是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教

室、集体宿舍等。

第三，当要进入较高危险场所时，比如医院、结核科门诊，建议

佩戴医用防护口罩。

第四，虽结核病是一种传染病，很多人都被感染结核菌，但被感

染者一生发生结核病的几率为10%。发病与否与机体的免疫力密

切相关，所以，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做到饮食均衡，劳逸结

合，保证足够的睡眠，保持愉悦的心情，增强自身免疫力；一旦患有

影响免疫力的疾病，一定要定期筛查结核病。

家庭如何预防？

如果家庭中有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需采取适当的消毒、隔离措

施。病人最好独居一室，患者的餐具经常用水煮沸，衣服、被褥可在

太阳下暴晒。使用70%的酒精、0.5%的“84”消毒液擦拭物品也可以

杀灭结核菌。可购置紫外线灯，用于室内物品的消毒。房间要经常

开窗通风。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咳嗽、咳痰超过两周，或痰中带血，

必须立即去结核门诊就诊。

小贴士：

私自停药/间断服药后果很严重

目前我国结核病实施直接面视下的短程督导化疗，也就是由

医生或家人看着病人服药，确保不漏服药、不间断服药。

如果患者不听大夫的话，私自停药或间断服药会导致治疗失

败、疾病复发，甚至可能产生耐药。一旦成为耐药肺结核，治疗时间

需要18～24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治疗费用更高，而且治愈率较低，

甚至可导致死亡。如果传染给其他人，被感染者一旦发病也是耐药

肺结核！

所以，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能根据症状的有无来决定用药与否。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可前往区结核病防治所咨询，地址为綦江

区文龙街道龙角路377号（原孟家院54号），也可直接拨打服务咨询

电话：48660996、17726216778。

肺
结
核
的
防
治

石壕镇人民政府杨明全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36，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李文瀚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44，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阳海港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45，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刘杰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8，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罗娜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9，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王胜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60，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刘力源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6，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张绍东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7，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穆太平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28,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黄吉亮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47，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陈锡林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0，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夏宗娇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1，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邹妮彤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2，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翁明勇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55，现声明作废。

石壕镇人民政府李尚贵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证件号：192050035，现声明作废。

苟国力(身份证号:500222199404278614)遗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证，警号：112081，

声明作废。

根据《重庆市港航管理局关于认真做好2018年农村水路客运

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兑付工作的通知》（渝港航发2019

〔260〕号）文件精神，我中心拟对我区2艘机动客运船舶进行油价

补贴。补贴对象及金额现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各水路客运经

营者，自登报之日起7日之内，与区交通局、区财政局和区港航事

务中心联系。

联系电话：85886008（区交通局） 48669302（区财政局）

48678128（区港航事务中心）

重庆市綦江区港航事务中心

2020年3月24日

重庆市綦江区港航事务中心关于
2018年农村水路客运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

补贴清算资金的公示

序
号
1
2

经营人

綦江县永升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霍旭升

船名

渝綦江客0076
渝綦江客0088

补助金额
（万元）

1.04
0.96

綦江区2018年农村水路客运成品油调价
财政补贴清算资金分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