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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检验温暖人心 无私奉献患者点赞
——记重庆市首届“最美医务工作者”、黔江中心医院检验科主管检验技师汪升学

【人物检索：汪升学，男，现年

45岁，中共党员；从业28年，一

直在临床一线从事临床检验工

作,28 年间从未发生过医疗事

故，在群众中得到一致好评，多

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称号。2015年7月

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申请参

加由中组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人社局组织的援藏行动，

成为首批“重庆市卫生组团式

援藏队”队员，先后受到西藏自

治区卫计委、昌都市委市政府、

昌都市卫计委表彰，评为“优秀

援藏干部”；并于当年当选为

“黔江区优秀共产党员”。】

患者的血液，糖尿病患者的尿液，痢疾患者

的粪便，结核病患者的痰……种种常人避之不及

的污秽，有的人却要天天与之打交道，并且近距

离观查标本的形状和颜色，也免不了忍受散发出

来的难闻气味，一天下来常常要检验此类标本上

百份，他们就是检验科的检验技师。汪升学，在

检验科这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科室里，在检验技

师这个艰辛的工作岗位上，不怕脏，不怕累，一心

为患者服务，成为了重庆“最美医务工作者”。

“检验一次粪便才几块钱，但是他们要在显

微镜前反反复复看很久，为的就是给医生提供一

个准确的诊断依据，好让患者早日康复，检验科

的工作真的是不容易！”一位正在等待检验结果

的患者说。

“对得起发出去的每一份报告单，才是一名

检验人员该做的。我对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怨言，

每天都是以一颗平常心去帮助每一位患者。”这

就是汪升学，每天坐在显微镜前专注工作，为患

者疾苦默默付出，他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黔江地处重庆东南，医院在未开展骨髓检验

之前，患者只能到主城区的医院检测，来回一周

时间，不仅费时费力更费钱。为了让患者能够就

近检验，汪升学特别到重医附一院进修骨髓细胞

学。由于日常的检验工作已经非常繁重，学成归

来的汪升学只能在夜晚检验骨髓标本，仔细观看

每一个细胞，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经常加班

熬到深夜，为的只是让患者能提前一天拿到检验

报告，以减轻他们的负担。他就是这样兢兢业

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

和高度的责任感，任何时候都不耽误患者诊治。

今年教师节，汪升学收到了一份学生们的礼

物——一支精美的钢笔。每年汪升学都会带领

一大批实习生，今年也不例外。作为科室的主管

检验技师，汪升学除了标本检测，实验质控等工

作，还要进行实习生教学。作为老师，他毫无保

留，充分利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努力做好传、帮、

带，让年轻学生少走弯路，尽快成长。

同事刘国杰这样评价汪升学，“他是一个非

常幽默的人，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对待学生

也非常尽责，工作再忙他都会坚持教学，每次在

标本上发现学生们从未见过的新样本，他都会立

即叫大家来观察学习记录。”

对于年轻学生，他总是循循善诱，从不发脾

气。“检验工作面对的是病人，如果这个病人是你

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没有真本事，怎么能够为他

们服务，如何面对父老乡亲？”

日常生活中，他和大家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虽然一批又一批的实习生离开了，但大家都没有

忘记黔江中心医院的汪老师。谁找工作了、谈恋

爱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汪升学都一清二楚。

在全科室的共同努力下，黔江中心医院检验

科现已发展成为重庆市临床重点专科，是重庆市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医学检验）、重庆市医

学检验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首批重点联系单位、

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和“细菌耐药监

测网”监测单位、重庆市细菌耐药监测网入网单

位、重庆市临检中心渝东南分中心、重庆市“互联

网+第三方检验”黔江中心、渝东南片区临床实验

室规范化管理协作组组长单位、黔江区医学检验

质量控制中心。

检验科主任付晓说，“由于他的认真敬业和

虚心学习，他突破了自身瓶颈，成为了科室主管

检验技师，也成为了科室学术带头人，更为学科

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自认为他

的工作很普通，但我却认为不平凡。”

2015年7月，汪升学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

申请，成为中组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人社局组织

的“重庆市首批医疗组团式援藏队”队员，告别家

乡、亲人和同事，肩负着工作使命和组织重托，带

着对藏区人民的深情厚谊踏上援藏之路，来到昌

都。

到达昌都第3天，他在尚未适应高原气候，

高原反应十分强烈的情况下就来到了昌都市人

民医院。头痛欲裂的他坚持工作，熟悉医院环

境，了解科室情况，通过和科主任座谈，同事交

流，对科室现状和人员构成有了大致印象。结合

医院的实际情况，再根据当地医生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基本操作较差的特点，制定短期工作计

划和长远目标上报给院领导。

有一次，身为教师的妻子放暑假来探班，看

到汪升学的身体状况后担心不已，强烈要求他回

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汪升学拒绝了。“刚到那边

时，当地的医疗环境需要改善，所以我非常希望

能够帮助他们建设医院，让更多的人得到救治。”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汪升学就这样就咬牙坚持

了整整一年。

援藏期间，他担任检验科副主任，积极参与

科室管理，把内地先进的管理理念带给他们，修

改、完善、新建各项规章制度10余项; 努力提高

检验质量，规范检验流程，改进检验方法，缩短

TAT时间，提升生物安全意识；帮助医院完成三

乙医院创建，顺利通过评审；帮助受援医院建立

质量控制体系，提升检验质量，更好地服务于临

床，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质量控制、

生物安全、显微镜形态学等内容进行培训，开展

科室小讲座10余次，全院讲座1次。通过1年的

带教，科室人员对质量控制有了全面了解，能独

立完成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能找出失控原因并

提出改进措施，总结分析到位，生物安全意识得

到大幅提升，能独立完成显微镜复检。

汪升学的无私付出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各级

单位的肯定以及医院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被西藏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授予“优秀业务创新者奖”，昌

都市委市政府授予“优秀援藏人才”，昌都市卫生

计生委授予“优秀援藏医务工作者”，同年黔江区

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汪升学所在的重庆市

首批医疗组团式援藏队被授予“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

改善医疗环境，挽救更多患者

不怕脏不怕累，精准检验让病源无处可藏

学生的好师长，科室的得力干将

汪升学在检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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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庚 罗鹏鑫 图片由黔江中心医院提供

汪升学在给实习生讲解示范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9年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额逾470亿元

历经 9 年发展，重

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通过

“指标交易”（地票交易、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

易）和“农村实物产权流

转交易”（承包地经营

权、林权），探索用市场

化方式发现农村土地价

格，充分发挥出农村产

权交易平台的功能和作

用，助推了耕地保护、脱

贫增收和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截至2017年10月，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累

计交易地票 23.08 万亩

共计 454.75 亿元，交易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1.74

万亩共计 4.38 亿元，交

易农村实物产权 25.92

万亩共计15.07亿元，显

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逾

470亿元。

价格发现：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带来新“钱景”

2017年春节期间，开州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中心组织交易的首宗农村产权项目“垄禾春天·现
代农业园”一期工程开业，建成450亩“四季花海”
景区，吸纳游客3万多人，给附近群众带来700多
万元经济收入，社会反响较好。

该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通过开展农村产
权交易，收集发布农村产权交易信息37宗，共计
1.67万亩，成功交易29宗1.57万亩，成交额3683
万元，惠及农户2884户。

据悉，为推进农村产权交易，该区成立了由多
个部门组成的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委员
会，组建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专门负责组织
本区域内农村产权实物交易，审议通过多项制度
文件，在涉农乡镇（街道）公共服务中心设置服务
窗口，在村级服务点确定村级联系人，负责政策宣
传、信息收集核实、受理申请等基础工作，实现服
务网络覆盖。同时对进场交易并取得《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鉴证书》的农村产权交易项目，在入驻农
业园区、抵押贷款、土地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地票使用、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使得开
州农村产权交易工作不断提质。

而在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渝、鄂、湘、黔四省市

结合部的秀山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则是
充分利用我市在全国首创的“地票”交易制度推进
脱贫攻坚。

目前该县完成地票交易项目283个，共1.52
万亩，取得地票价款29.82亿元。通过参与地票改
革，3万余户农户直接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农
民获得的地票交易收益和工程施工劳务收入超过
22亿元，全县267个村居（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平
均收益210万元。该县集体经济组织从获得的集
体地票收益中投入4.05亿元，主要用于交通设施
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

统计显示，该县充分利用地票制度引导分散、闲
置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高质量的耕地，近5年新
增耕地近1.57万亩，全县耕地保有量保持在99.56
万亩以上；此外，还较好地改善了农村生产作业条
件，促进了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全县土地流转
面积达46.3万亩，规模经营集中度达32.8%。值得
一提的是，地票收益直接推动了秀山县易地扶贫搬
迁，2013年以来全县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82万人。

制度创新：
要素市场助力我市农村金融改革

事实上，开州区和秀山县的农村实物产权和
地票交易，正是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两大交易

品种：“地票交易”指把农村闲置、废弃的建设用地
复垦为耕地，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农村
自身发展后，节余部分以市场化方式公开交易即
形成地票，可在全市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指标；

“农村实物产权流转交易”则是包括承包地经营
权、林权、“四荒地”使用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仅限试点区域）等实物类农村产权交易。

截至2017年10月，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累
计交易地票23.08万亩454.75亿元，累计成交实
物类农村产权25.92万亩，合同金额15.07亿元。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还将
地票与农村金融、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产权改革等
统筹推进。

以地票为例，因其价格发现功能促进了金融
下乡和农房价值提升，地票作为有价证券既可融
资质押，也可为农房抵押评估提供估值参照，提升
了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能级。截至2017年9月，重
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授
信额度达131.98亿元，农房抵押融资225.83亿
元，地票质押贷款12.71亿元。与此同时，地票还
为进城落户居民处置农村财产提供了路径，促进
人地协调、地随人走。截至2017年10月，我市已
有13.62万户进城落户居民申请复垦宅基地、以地
票交易方式变现农村房产。

在农村实物产权方面，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开发建设了全市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交易管理信息
系统，推动实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信息汇集、信息
管理、风险补偿金申报联动等功能。积极协调金
融机构对进场流转交易的项目给予融资支持，依
托全市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交易管理信息系统，创
造性地开展抵押融资交易鉴证服务，以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鉴证书作为农业企业取得土地经营权的
权属证明，帮助采撷农业、巨地农业、渝蔬农业等
13家农业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贷款4099万元。

改革攻坚：
构建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服务体系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引导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4〕71号），我市已连续3年将构建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市场服务体系纳入全市重大改革专项，
相继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
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5〕167号）、
《重庆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渝府办发
〔2017〕17号），作为重庆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我市成立了市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分管副市长任
主任，相关市级部门和单位作为成员单位，加强了
对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
协调和监督管理。

按照搭建“两级交易平台、四级服务体系”的
思路，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作为市级交易平台，
承担信息发布、组织交易、交易鉴证、资金结算、
融资交易鉴证、融资信息汇集等综合服务及对区
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构的业务技术指导。区
县交易平台为行政区域内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
供信息发布、组织交易、交易鉴证、协助办理产权
变更及抵押登记、采集抵押登记信息、招商引资
等综合服务，已实现了31个涉农区县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平台全覆盖，其中26个与不动产统一
登记机构一并设立。巴南、万州、开州等地将市
场体系延伸到了乡镇，开设了乡镇服务窗口，负
责信息收集核实、受理申请、项目核查、指导合同
签订等基础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充分运用
互联网技术，全市统一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门户网
站和信息平台已上线运行。同时，围绕农村产权交
易的社会化中介服务正在建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
所已发展经纪会员15家、服务会员16家、平台会
员31家、交易会员657家，中介类会员市场参与度
逐渐增加，衔接供需、活跃市场的作用日益显著。

霍茂林
图片由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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