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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
毫无关联的门诊外
竟有自已的照片简历

今年3月，64岁的张医生被聘至成华
区东虹路一家社区医院，做儿保工作。她
说，1978年从华西医大医疗系毕业后，她
便开始医疗工作，至今已40年，目前为主
治医师职称。

没想到的是，19日上午，一位病人家
属告诉她，在锦江区龙舟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也看到她的坐诊信息。“我从未加入
这家医院。”为了求证这位家属的话，她决
定去一探究竟。

张医生说，当天中午1点左右，她走进
这家卫生服务中心，在2楼发热门诊外的玻
璃窗上，看到自己名字、照片、简历，甚至还

有坐诊时间。张贴的信息中，将她的职称
改为“副主任医师”。到底是谁在冒充？
有没有给人坐过诊？为了寻找答案，张医
生来到前台试图预约这里的“张医生”号，

“但挂号时，工作人员建议我换一位医生，
但没明说这里到底有没有张医生。”

道歉>>
接到道歉电话
坐诊信息已被撤下

张医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在拍照取证
后，自己便前往锦江区卫计局反映该情况。

“没多久，就接到一位自称是该卫生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要向我道歉。”

“我认为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侵犯
了我的肖像权、名誉权等，要求赔偿。”张
医生说，光一个简单的道歉肯定不行，“幸

好这期间没有患者因此出医疗事故，不然
谁来负责？”

20日上午11点过，记者来到了这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张医生描述，在
2楼发热门诊外记者注意到，照片、坐诊
信息等已经被撤除，窗户上空出一大片，
但仍留有粘贴的痕迹。

随后，记者询问前台工作人员，该院
是否有“张医生”。该工作人员打量记者
一阵后，回复并无此人。

回应>>
区卫计局：已记录核实

20日中午，记者尝试与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相关领导取得联系，有医生告诉
记者，领导外出开会。随后，记者与该中
心一位姓熊的负责人取得联系。电话中，
她称目前在外开会，对于此事的详细信
息，次日再联系回复。

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将张医生的
遭遇，致电锦江区卫计局基护科反映，有
工作人员称，已记录相关信息，会将情况
报给领导核实。

律师观点>>
涉嫌侵犯肖像权建议协商处理

对此，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敏认
为，如果所述情况属实，该医院已涉嫌侵
犯肖像权，张医生可要求医院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并要求其道歉。此外，建议双方
协商处理，并签订相关协议。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陈逢逢律师则
认为，该院未经张医生允许，私自使用其
肖像、医师资格，且以营利为目的，根据
《民法总则》和《通则》等规定，张医生也可
向该医院主张一定的赔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见习记者 姚箬君摄影报道

幼儿园旁建了文体广场
村庄回荡着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

10月11日，镜头对准离成都400公里外的
大凉山腹地。

雷波县帕哈乡渣波村，碧蓝的天空下，宽阔
整洁的文体广场上，一座篮球架伫立在村委会办
公楼前，离篮球架不远处，还有几样传统的户外
健身器材。

突然间，一阵嘻闹声由远及近，20多个幼儿
园小朋友从村委会一楼跑出来，呼啦啦冲向健身
器材，抢了“头彩”的，笑得更欢了。他们咧着嘴，
笑着，叫着，在健身器材上迎风晃荡起来，露出一
排整齐的白牙，满村庄都回荡着孩子的笑声。

这一幕，发生在雷波县帕哈乡渣波村的文体
广场。这是帕哈乡境内最偏远的彝族村落，从雷
波县城出发，顺着一条水泥公路向帕哈乡驱车颠
簸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渣波村。

“你别看文体广场的面积这么大，1年前，这
块地方最多只有200平方米，还是泥巴坝子。”渣
波村村支部书记卢以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比划
着原有区域大致范围。

2017年，体彩公益金投入约60万元，将原有
空地扩宽整修，修成了800平方米的文体广场。

广场修进村子里，悄悄改变着这里人们的生
活。每天傍晚，广场上聚集了好多村民来锻炼，或三
三两两围聚一起摆龙门阵，或放起音乐翩翩起舞。

“以前我们的娱乐生活很简单，除了干活带
孩子外，就只能在家看看电视。”村民罗医说，现
在不一样了，他不时与好朋友约着来打一场篮
球，或者举行文体活动、摆弄一下洋盘的体育器
材……

全县的摔跤好手都来了
近2000人在文体广场看摔跤比赛

提到彝族，你或许第一个想到的是火把节。
彝族人不仅能歌善舞，还喜欢摔跤比赛。
在磨石村，有一个1300平方米的文体广场

和200平方米文体活动室。村支部书记杨拉合
说，文体广场于2016年修建，体彩公益金出资了
70万元。

当地村民都说，有个广场真好。“过去，村上
想要开集体会议，只能在路边随便找个空地蹲
着。现在，村子能承接大活动了。”

记者留意到，宽阔的广场内放着好几幅照
片，如妇女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一群小伙儿

生龙活虎地抢篮球，两个汉子扭动着身子角力试
图将对方摔倒……

“这些照片都是去年村上举行的文体活动。”
杨拉合自豪地介绍，彝族摔跤比赛那天，全县的
摔跤好手都来了这里，有近2000观众围观，成了
村子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文体广场24小时开放
村民在文体广场办红白喜事

八合村，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建起了近
1500平方米的文体广场。文体广场24小时对村
民开放，自从建成以后，广场极大地丰富了老百
姓的体育文化生活。

记者到访时，驻村扶贫帮扶干部邓再芹正在
和村民打篮球。

“彝族年、火把节.....这里的活动很多，文体广
场派上了用场。”邓再芹说，有的村民家里遇上红
白喜事时，也喜欢到文体广场来办酒席。

杜克入是八合村的村民，他回忆到，2015年，
他刚从外地打工回家，就发现村子里多了一个现
代的文体广场。当时，他特别激动，因为这里还
成了村民们交流的新平台 ，他观察到几乎每天都
有很多村民来广场凑热闹。

体彩公益金助力山区精准扶贫

文体广场修进村庄大凉山的老百姓笑了
盘点2017年四川体彩公益金

近5.5亿元
用于群众、竞技体育项目

这样的幸福，正在向更广阔的乡村
蔓延。

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全国
建设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遍布全国60
余万个行政村，全民健身路径、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社区多功能运动场、健身步道
等成为老百姓身边的健身场所。

雷波县民族体育中心主任沈剑涛介
绍，自2013年以来，四川省陆续投入了
体育彩票公益金400多万，为雷波县帕
哈乡全乡五个村落建设了文体广场。

“文体活动建成后，极大的改善了村民
的文体活动条件，丰富了村民的民俗文
化活动，在脱贫攻坚、全面奔小康的路
上，对精准扶贫工作也起到了极大的推
动作用。”

“彩票，某种意义是倡导大家拿出多
余的零散资金完成普通人的公益心愿。”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张
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 1994 年至
2017年底，从起初为体育事业筹集发展
资金起步，到成为国家公益彩票，截至
2018年8月底，体育彩票累计筹集的公
益金已超过4300亿元。

买彩票，做公益，也正成为越来越多
购彩者的共识。

成都市的资深购彩者赵庆伟这么看
待彩票：“我买彩票，能中奖固然高兴。
没中奖，也不懊恼，因为没中奖就当我做
了公益，也挺开心的。”

来自四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数
据显示，2017年，四川省共销售体育彩
票47.16亿元，全省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在
分配的体育彩票公益金中共安排支出
54912.97万元，筹集的体彩公益广泛用
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城乡医疗、教育助
学、全民建设、残疾人事业等与人民群众
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

“通过体育彩票公益金投入，有力
地促进了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四川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四
川省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
善，群众健身场所、设施得到进一步充
实，为早日实现体育强省目标奠定了
良好基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 雷远东

如果，要给体育彩票赋
予一些关键词，你的答案会
是什么？

大奖？幸运？游戏？
其实，还可以有这样的

词来描述它：

责任、公益。
如果，你是资深购彩者，

或许，会对彩票底部的那句
“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元”的话非常熟悉。

一张小小的彩票，看上
去承载了广大老百姓的“大
奖梦”，为平淡生活增添一些
乐趣，实际上，它还是筹集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专项财政资
金的重要渠道。

自1994年至2018年8月
底，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
益金超过 4300 亿元。体彩
公益金广泛用于补充社会保
障基金、城乡医疗、教育助
学、全民健身、残疾人事业等
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
领域。

这是一组我们身边的数
据：2017年，四川省共销售体
育彩票47.16亿元，全省各级
体育行政部门在分配的体育
彩票公益金中共安排支出
5.49亿元。

体育彩票公益金如何做
到“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它如何影响人民群众的生
活？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获
得感？

10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深入到中国最贫困
的地区之一——四川省凉山
州，用镜头见证彩票公益金
给当地乡亲生活带来的改
变，用文字记录下彩票公益
金实实在在的用途……

点位一 渣波村

点位二 磨石村

点位三 八合村

大凉山的小朋友们在体彩公益金修建的体育设施处健身与玩乐。

村民闲暇之余爱来这里锻炼身体。

广场上架起篮球架，村民空闲时爱来玩一玩。

“三品融合”
自贡荣县打造“中国盐谷”

百味盐为首，荣县有盐源。11月19
日，在自贡第二届国际盐业博览会盐及
盐化工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及项目产品推
介会上，承继千年盐都之“源”的荣县，因
打造“中国盐谷”而成为焦点。

“荣县县城坐落在储量达56亿吨的
威西盐矿上，拥有亚洲最大的黑卤盐矿
床。”以盐为“源”，荣县县长郑小清介绍
了“荣县三宝”，并将“自贡井盐产业园”
推介给各方来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彰
显了独属荣县的城市品韵。

荣县井矿盐纯净、天然、无污染，并
独家含有微量元素锶，在全国的井盐中
凸显了荣县气质。当前，荣县正围绕井
盐做“大文章”——启动打造4.6平方公
里“自贡井盐产业园”，将建设盐业生产
核心区、盐业产品加工区、盐业陶品拓展
区、盐业辐射带动区、盐业商务服务区。
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开发富锶矿泉水、
盐卤浴等产品也及井盐博物馆。目前，
已吸引久大盐业、江苏盐业等全国知名
盐企的关注。

荣县制盐业，可上溯至东汉章帝时
期，而早在秦汉时期，荣县境内就出现了
土陶生产作坊。凡产自荣县土陶制品，
皆具有致密度高、透气性好、耐酸碱、耐
腐蚀、耐久藏的特点。

这几年，荣县土陶在欧洲市场悄然走
红。“荣县土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也有望
年底注册成功。目前，土陶企业自营出口
欧洲的产值已近千万元。荣县土陶中所
含微量元素非常特殊，这使其占据了中国
工业用储酒容器行业25%的市场。

除了盐和土陶外，荣县的“茶”也是
驰名中外。作为自贡茶叶主产区，荣县
茶园面积占全市95%以上，产量占98%
以上。已建设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17.7
万亩，2018年实现产量1.36万吨，实现
茶叶农业产值3.9亿元，实现茶叶综合产
值11.4亿元，畅销俄罗斯、摩洛哥等欧、
非和东南亚国家。

经过十多年辛勤培育，荣县名茶采
摘质量堪称“川内一绝”，因采摘质量上
乘，其名茶鲜叶价格比川内其他茶区同
比高60元-80元/公斤，今年更创下230
元/公斤新高。关于茶叶，荣县也布局长
远，将打造“茶旅一体”现代茶叶产业园，
到2022年发展茶园面积20万亩，茶叶产
量达到2万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邓丹

荣县土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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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资深儿保医生疑被冒名坐诊
干了40年医务工
作，因医术精湛，
张医生与不少患

者成了熟人。可最近，
有患者家属却告诉她，
在成都另一家社区医
院，张贴了一位坐诊医
生简介，跟她的几乎一
样。

11 月 19 日，为了一
探是否真有“李鬼”，张
医生来到位于锦江区莲
桂南路的这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发现自己的
照片和工作经历被贴于
一诊室外，甚至写明了
坐诊时间。

拍照取证后，她将
情况反映至区卫计局。
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在该卫生服务
中心看到，此前张贴的
张医生坐诊信息已被撤
下。为何会出现这种情
况？又该如何解决？记
者联系了该社区服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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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龙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