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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同行·平安相伴
“晒平安·晒治理·晒效果”

在綦江，从事推拿工作的人有

不少，闫江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业23年，他摸索出了一套独具特

色的中医正骨推拿术。闫江波说，

只有掌握更多的诊疗手段和更精

湛的诊疗技术，不断提高推拿水

平，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耳濡目染 被推拿术吸引

近日一大早，当记者来到位于

铜锣湾广场的中医推拿馆时，闫江

波正在店里忙前忙后。

“上午店里客人不多，一般下

午和晚上会忙一点。”闫江波一边

帮客人推拿，一边笑着说道。

今年42岁的闫江波，已经从事

推拿工作 23 年。1998 年，刚满 18

岁的他从河南来到綦江投奔亲戚。

“小姨在城里经营了一家推拿

店，刚来啥也不懂，就干些打杂的

活儿。”闫江波说，印象最深的就是

一个老人腰椎间盘突出，由于当时

医疗技术不够发达，在医院做了好

几次治疗，都没有特别大的效果，

走路都得杵着拐棍，但在店里的老

师傅推拿下，竟然日渐转好。

在推拿店帮忙的日子，闫江波

耳濡目染，越发觉得推拿很“神

奇”，也开始跟着老师傅学习。“那

个年代，老师传授技艺比较保守，

不像学校里的老师一五一十地都

教给你。”闫江波说。

为了得到更系统更专业的训

练，闫江波自费到重庆唐门推拿研

究所学习，跟着专业技师学习正骨

推拿术。

“师傅教技术手法，但很多东

西还得靠自己去悟，去总结、对比，

遇到问题就提出来，让师傅帮忙解

答、示范。”一年里，闫江波都在充

实的学习中度过。他始终坚持一

步一步稳扎稳打，在实践中感悟，

积累经验。

磨炼技能 为患者解除病痛

学成归来后，闫江波继续在推

拿店中做帮工，之后又到广州等地，

与推拿高手一起交流探讨，同步提

升。2010年，闫江波开设了自己的

推拿馆，继续在实践中磨炼技能。

揉、拨、点、推、按、端、提……这些动

作，他每天都要重复上千次。

“如果不能让顾客感受到力

度，那就起不到缓和紧张肌肉、疏

通经络的效果。”闫江波说，正骨推

拿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好力度和精

确度，这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在实

践中摸索感受。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闫江波

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整套

系统的中医药辨证施治方法，现在

他不但能解决骨伤科的部分复杂

问题，还在治疗骨关节炎、腰椎间

盘突出症等疾病方面也有独到之

处，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正

骨推拿方法。

靠着熟练的手法和周到的服

务，闫江波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回头

客。“一般都是老顾客带新顾客来，

有的顾客还特意从老远的地方过

来，点名要我给他按摩推拿。”这些

年，闫江波靠着正骨推拿这门手

艺，帮助了上万名患者解除病痛。

现在的闫江波，已经在重庆推

拿圈中小有名气，还经常被邀请到

广州、成都等地开展培训，并先后

获得重庆市居民服务业职业技能

大赛保健按摩比赛二等奖、“巴渝

工匠”杯重庆市首届保健服务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三等奖、“巴渝工匠”

杯重庆市首届保健服务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十佳康复调理师等荣誉。

“中医正骨推拿是医学瑰宝，

应努力传承和发扬，希望能有更多

的人认识它、了解它、接受它。”闫

江波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未来他也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奋

进。

中医正骨推拿师闫江波

用双手抚平患者伤痛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讯（通讯员 赵亚男）近日，

綦江交警在雷神店收费站（G75 兰海

高速三江方向）开展车辆安全检查时，

注意到在等待上高速的车辆长龙中有

一辆号牌为贵A****1的小型客车，车

尾居然带着一个“小尾巴”。

这个“小尾巴”由两个橡胶车轮、一

块铁板、几根护栏条拼接组成，铁板上

安装有三个货物固定架。“小尾巴”和车

身仅靠一把铁锁闭合连接。“小尾巴”上

没有制动、安全防护、信号车灯等装置。

交警立即拦停该车，将其引导至

安全区域，对司机张某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教育，并督促张某现场拆除自制

的“小尾巴”，将安全隐患排除在上高

速路前，杜绝“小尾巴”闯祸的机会。

据了解，张某从事相关货运工作，

制作这个“小尾巴”就是想多拉一点

货。鉴于张某无主观违法动机，违法

行为轻微，未对交通安全造成实质性

影响，民警对其口头教育免于处罚。

交警提醒，牵引自制、改装的“半

挂车”上路，若运输货物固定不牢、牵

引处松动滑落，将对行驶车辆和驾驶

人造成极大的生命财产威胁，严重影

响高速公路的安全通畅。因此，车主

千万不要为了图方便耍小聪明，将自

己的生命安全置于险境。

车主自制拉货“神器”
不料被交警逮个正着

本报讯（记者 吴文艺 尹向宁）

日前，区委政法委、区教委牵头组织开

展2021年秋期校园及周边环境集中整

治专项行动。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陵园小学、实

验中学、职教中心、通惠小学等7所学

校周边开展检查，重点对校园周边存

在的占道经营、游摊小贩进行宣传与

劝导，对商铺门市售卖的膨化食品、乳

制品等的进货渠道、台账建立以及是

否存在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问题进

行整治。除此之外，区“扫黄打非”工

作小组办公室还检查了校园周边书

店、复打印店、文具玩具店等，是否存

在销售非法出版物、无证经营等行为。

区综治中心综合科科长周阳表

示，此次集中整治行动共整治19项问

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将继续

组织人员加大日常排查执法力度，形

成长效长治，营造平安、健康、和谐、稳

定的校园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区创

建。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动真格

“我们是第四人民法庭的法官，今天主要

是给大家带来了民法典，然后听下大家有没有

什么需要帮助的……”9月10日是个大晴天，虽

说已入秋，但炙热的阳光晒在脸上还是会发

疼，尽管如此，区法院第四人民法庭的法官瞿

金华依然走进院坝开展法治宣传。

院坝中，瞿金华虽穿着法官服，但给人的

感觉却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他摇身一变成了

“宣传员”“解答员”，很是接地气。瞿金华告

诉记者，作为定点联系永新镇的联系法官，开

展普法宣传、为群众答疑解惑是他的职责。

拉进与群众间的距离是务实为民的重要

一步。今年，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区法院建立了“一街镇一法官”工作机制，

并从人民法庭法官、院机关庭长副庭长和40

岁以下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好

的员额法官中选拔出31名法官，定点联系街

道、镇、乡、园区，协助开展矛盾化解、普法宣

传、社会治理等工作。

“法律知识还是要多看多学，有好处。”永

新镇居民代某说，法官主动下来为民服务确实

是一件好事，前不久自己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

纠纷也是在联系法官的帮助下得以有效解决。

今年6月，代某受雇于社区居民委员会，

不幸的是在工作中受伤。当时，社区居民委

员会及时送医，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

经过15天治疗，代某出院后向社区居民

委员会提出工伤赔偿的要求，但得到的回复

是只能按照人身伤害进行赔偿。工伤赔偿与

人身伤害赔偿前后有几万元的出入，代某一

听十分生气，多次来到社区办公室理论。

得知这一情况后，瞿金华法官第一时间

了解具体情况：原来因为代某与社区居民委

员会间，不满足用工主体和长期稳定的劳务

关系等条件，无法走工伤赔偿程序。为此，瞿

金华法官和同事及驻庭调解员一起深入代朝

春家中，向他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并分析

了走诉讼程序的利害关系。最终，在瞿金华

法官等人的努力下，代某与社区居民委员会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法官现场制作了司法

确认书。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不仅节约

了司法资源，为诉讼当事人节约了时间，也有

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瞿金华说，同时，针对

有诉讼需求的困难群众，联系法官还将协调

法院相关部门开展上门立案、网上立案、诉前

调解、送达、协助执行等事务。

据悉，目前，联系法官已当面或电话联系

60 余次，开展法律咨询 32 次，法治宣传 7 场

次，协助化解信访纠纷26件次，成功调解涉农

纠纷4起。

区法院：沉下“身心力” 司法为人民
本报记者 成蓉 邓大伟

“司法为民”四个大字在区法院大厅十分醒目，透过文字本身让人感受到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责
任，更有区法院上下真挚的为民情怀。近年来，区法院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
立场、人民至上，沉下心、沉下身、沉下力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不断延伸服务触角，大力提升人民群众司法
获得感。

“民为本、义致和、法止争。”“老马

工作室”是法院最温暖的地方之一。

在这里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邻里纠

葛，耐心的老同志总是以笑脸贴冷脸，

苦口婆心疏解民怨、引导民风，全力以

赴维护人际和善、家庭和美、邻里和

睦、社会和谐。

“李先生，我是人民调解员，你起

诉与妻子离婚一案，区法院已转给我

们进行诉前调解，今天我们就是想问

问你是否愿意进行调解?”在区法院“老

马工作室”调解最多的要属家庭纠纷，

接到调解任务后，人民调解员首先做

的便是联系双方当事人，劝说其接受

调解。

当李先生与其妻子张女士自愿来

到区法院“老马工作室”时，人民调解

员颜勇和王光忠分头协作，分别通过

聊天了解男女双方想法，并找到“症

结”所在。

“通过详谈后，我们掌握到李先生

和张女士的纠纷点在于，男方认为女

方对其有所隐瞒，怀疑女方出轨，但男

方没有证据，女方也对此否认。”颜勇

说，针对该情况，他们毫不犹豫地劝

和。

“孩子还小你们考虑过吗？”“如果

离了孩子跟谁，你们再婚了孩子能幸

福吗？”“作为男人要心胸开阔。”“作为

妻子不能遮遮掩掩有所隐瞒。”“如果

因为两地分居产生猜疑，那就妻子带

着孩子到男方工作地，一边带孩子一

边做小生意，这样不好吗？”可能在别

人看来，颜勇和王光忠作为大男人比

女人还啰嗦，但就是这份“啰嗦”护住

了一个又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家庭纠纷、物业纠纷、交通事故纠

纷、租赁合同纠纷、债务纠纷……在诉

前诉中调解过程中，也许人民调解员

的一片苦心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也

许满满负能量充斥着整个调解过程，

但不管过程有多不易，只要看着人们

的心结被打开、分歧被放下，人民调解

员的心中就感觉充满了前进的力量。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

面，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增量。为了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和要

求，我区在区法院机关、各人民法庭设

立“老马工作室”6个，有13名人民调解

员入驻“老马工作室”，致力满足人民

群众多渠道、低成本、高效率的解纷需

求，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化解纠纷、保

障权益、促进和谐。

今年以来，“老马工作室”成功办

理诉前调解案件381件、诉中委托调解

案件 86 件，调解诉外纠纷办理司法确

认585件。

“老马”解纠纷 人间有温情

法官“接地气” 法治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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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江波正在为顾客推拿按摩。记者 王京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