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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润巴渝·新时代重庆人

当儿子和女儿早早起床拖着木凳来到空
坝上，小心翼翼把卷着边的作业本摆整齐时，
吴长生知道，邓林明老师要来了。

3年来，儿子和女儿就这样充满期待地
在院坝迎接自己的老师。而每每这个时候，
吴长生就想起邓林明老师第一次登门时的
场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背着一个大大
的书包，背弯得几乎成直角，手里拄着拐杖椅，
远远走来，一路蹒跚。刚跨进门喘定气，就对
他说：“我来给你教两个娃娃，我是退休老师，
一定帮你教好。”语气沉着坚定。

厄运
儿子女儿双双残疾 吴家的天塌了

家住渝北区茨竹镇新泉村2组的吴长生
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平日以种地为生。由于
生活贫困，他快40岁时才和同村一身体有残
疾的妇女结为夫妻。

2002年，吴家有了喜事，儿子吴文见出生
了。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吴长生万万没料到，儿
子有些不对劲。“双腿无力，并且有些畸形，教
他说话也不管用，只会呜哇乱叫。”

随着吴文见一天天长大，身体上和智力上
的缺陷日渐明显起来。最终，吴长生不得不接
受儿子二级残疾的现实。

吴文见 3 岁时，吴家迎来另一个小生
命——女儿吴丹丹。但命运似乎又给吴家开
了一个玩笑，吴丹丹和哥哥情况相同，都患有
肢体和智力残疾。

一家四口，三个残疾人，吴长生觉得天塌了。
接连的打击，让吴长生险些放弃生活的希

望。但看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小生命，吴长生
又不得不振作起来。“孩子是我的，无论他们是
什么样，我都要把他们抚养长大。”就这样，吴
长生一边种地养家，一边把自己仅有的知识教
给两个孩子。

吴家的事在村里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这
个特殊家庭的困难。乡亲们也时常伸出援助
之手，有的在吴长生干农活时帮忙照看两个孩
子，有的过年过节给他们送点粮食。

和吴长生家隔着1公里路的邓林明也早
早知晓了吴家的情况，但那时60多岁的邓林
明还要照顾自己患病的妻子，虽然想给予一些
帮助，但却力不从心。

转机
邓爷爷来了 孩子们能在家里学习了

几年前，邓林明的老伴儿去世。儿子不放
心老邓一人住在新泉村老家，便劝说父亲和他
一起到主城生活。没想到，邓林明竟一口回绝
了儿子的邀请，只说自己在老家还有事要做。
儿子细问，他又闭口不谈。

直到几个月前听亲戚朋友说起，父亲评上

了2017年度的“感动渝北人物”，儿子才终于
明白，父亲嘴里的“有事要做”就是去教吴长生
家的两个孩子念书。

2015年3月的某一天，邓林明第一次来到
吴家，“我来给你教两个娃娃，我是退休老师，
一定帮你教好。”吴长生回忆，这是邓林明到吴
家后说的第一句话，毫无缘由地他竟觉得眼前
的老人或许真是两个孩子的救星。

不一会，吴长生领着两个孩子从里屋“走”
了出来。与其说是走，还不如说两个孩子借助
长条木凳“滑”出来更贴切。由于身体残疾，两
个孩子无法站立行走，每天只能坐在木凳上，
手脚并用，靠滑行移动。

很少见生人的吴文见、吴丹丹两兄妹最初
对邓林明的到来有些抵触，但当邓林明从背包
里拿出一本皱皱巴巴的小学数学课本时，两兄
妹的眼睛亮了。

“想不想读书？”邓林明问。两兄妹咿咿啊
啊说了半天，邓林明也没听明白。“用笔写，想
读书你画钩，不想你画叉。”听后，两兄妹毫不
犹豫地在作业本上画下一个大大的钩。

从此，在吴家门前的空坝上，乡亲们总能看
见一个驼背的老人，拿着粉笔在墙上写着什么。

他面前，两个坐在木凳上的孩子认真地听课。

重生
儿子能识300个字 女儿能写100个数

从邓林明家到吴长生家只有1公里路，但
这1公里路对邓林明来说却是不小的考验。

“要上坡、下坡、还要过桥，我走走停停1个小
时才能到。”今年80岁的邓林明身子骨还算硬
朗，但是由于年轻时过度劳损，邓林明的腰椎
已经直不起来了，他自己也是一个四级伤残的
残疾人。

正是因为自己残疾人的身份，邓林明对吴
长生家的两个孩子格外关心。“我残疾后，帮助
我的人不少，现在该我回馈社会了。”

为了能让两个孩子多学点知识，只要不下
雨，邓林明几乎天天到吴长生家上课。这位

“家教”不仅上门授课，还自带课本、作业本、铅
笔、粉笔等文具。吴家条件艰苦，买不起黑板，
邓林明就自带一块小黑板，不够写的时候就写
在墙上，没有书桌就用椅子代替。在这样的条
件下，邓林明一点一点地把两个特殊的孩子领

进了知识的殿堂。
作为一个有10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邓

林明原本充满了信心，但是面对两个智力残疾
的孩子，困难可想而知。“最大的障碍是他们无
法用语言交流。”邓林明说，两个孩子都不会说
话，只能发出啊喔的声音。起初，他们交流全
靠比划和猜，但随着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长
了，邓林明渐渐变成了最能听懂两个孩子“特
殊语言”的人。“特别是现在，吴文见能写不少
字，我们可以用小纸条来交流了。”邓林明高兴
地说。

3年多的坚持，邓林明的苦心没白费。哥
哥吴文见能识300个汉字，能写100多个汉
字，还能算出10以内的加减乘除。妹妹吴丹
丹虽然不能做计算，但也认识100以内的所有
数字和简单的汉字。

村里人都认为邓林明创造了奇迹，但他
却并没有满足。“只要还走得动，我就一直来，
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两个孩子能有自力更生
的本事。”现在，邓林明开始教两个孩子有关
残疾人的相关法律法规。“我总得把国家的好
政策告诉他们，让他们未来的生活有些保
障。”

希望
好心人来接力 别让爱心停下来

打从一开始瞒着儿子，不让他知道自己帮助
吴长生家时，邓林明就没想过把这事弄得人尽皆
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需要别人的赞美。”
但是为何在村干部的说服下，邓林明又同意参
评“感动渝北人物”，让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呢？

老邓说，是因为自己老了。
“我的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帮到什么时

候，两个孩子年纪还小，爱心需要接力。”邓林明
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将16岁的吴文见送进特殊
学校，学一门手艺，以便将来能独立生存。但特
殊学校要求每天必须有监护人负责接送孩子，
行动不便的邓林明确实没有办法再胜任了。

“这3年，我看着两个孩子慢慢变好，我知
道只要有人能继续帮助，他们肯定能变成自食
其力的人。”邓林明说，现在只希望能有更多人
加入到帮助吴家两兄妹的行列中。“我们做的
事并不多伟大，但是却能改变两个孩子的命
运，我觉得值！”

本报讯 （记者 曾立）工商注册登
记，资料没带齐，还得再跑一趟——这样
的烦心事，今后在巴南区会越来越少。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巴南区工商分局获
悉，为让市场主体少“跑腿”，巴南区推出
了工商注册登记“容缺受理”，只要市场
主体所缺的资料非要件，都可以提前进
行注册登记审核，相关资料在领取执照
时补齐。

登记难、跑腿多、门槛高……不少创业
者与企业主在经营公司时，常常碰到这样
的困扰。“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巴南区工
商分局相关负责人称，日前该局出台了《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招商引资工作的意
见》，包括20条具体的举措。

工商注册登记“容缺受理”只是其中一

条。据介绍，这20条措施主要包括“放宽市
场准入条件”“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精准服
务水平”三个方面。

在“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巴南区
除了放宽外资企业股东身份限制、新兴行
业经营范围核定，持续推进“多证合一”改
革，探索推进企业名称“自主申报”改革
外，还推出了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申报承诺
制。

“即申请人只要对其申报的住所信息
真实性作出承诺，就可免于提交租赁协
议、房地产权证等权属证明文件。”该负责
人称，该措施将率先在巴南区各类产业园
区、微企创业基地及孵化园区、市级及以
上众创空间、专业市场等创业集聚区推
行。

在“优化办事流程”方面，巴南区推出
工商行政审批“快办快结”，对企业名称核

准、简易注销、动产抵押等简单审批事项，
实行当场办结。同时，巴南区还再次缩短
工商注册登记办结时限，明确在3个工作日
内必须办结。

在“提高精准服务水平”方面，巴南区
还将搭建银企金融对接平台，引导招商引
资企业通过商标权质押、股权质押、动产抵
押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破解融资难题，切
实解决市场主体的发展难题。

巴南推出工商注册登记“容缺受理”

企业资料不齐 可以先办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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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重庆日报记者5月15日从
重庆高新区获悉，近日经国家工信部组织专家评审，正
式同意重庆高新区筹建国家级“芯火”双创基地（平
台）。该平台的建设将为重庆市集成电路企业特别是中
小设计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集成电路产
业持续快速发展。

据了解，根据“芯火”创新行动计划，我国将集聚公
共服务机构、优势骨干企业、社会力量等资源，以集成
电路技术和产品为着力点，发展和打造一批信息技术
领域新型双创基地（平台），为小微企业、初创企业和创
业团队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度环境和服务体系，推动形
成“芯片一软件一整机一系统一信息服务”的产业生态
体系。

重庆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园成立于2016年底，位
于二郎总部经济区，总面积2万平方米，定位于打造以芯
片设计为核心的集成电路产业链，现已成功发布重庆市
首款自主研发的集成电路芯片——国产化高质量微控
制器，有效降低了汽车、工控、医疗等行业对进口产品的
依赖，为重庆高新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一股新的成
长动能。

目前，该园区已引进全球半导体行业巨头台联电
集团硅智财研发设计中心、全球高速传输连接技术的
市场领导者美国睿思科技公司芯片研发设计中心、清
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微电子研究中心、信络威科技、秉
为科技、意能芯科技等重点项目10个，其中已装修入
驻项目6个；2017年实现营收1.6亿元，实现税收1300
万元。

重庆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
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微电子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区
院合作优势，推动清华大学集成电路领域相关技术成果
高效转化及产业化应用，其嵌入式云存储ENDOS技术
在车载互联设备芯片、高端智能灯饰控制芯片等方面实
现了产业化应用。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高新区集成电路产业
园将依托重庆高新区的产业、创新、政策等优势，重点布
局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加快引进一批集成电路重点企
业，带动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原材料、单晶硅切片、芯
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产业配套的多规格、全流
程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不断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
链，努力打造国家级“芯火”双创基地（平台）。

重庆高新区筹建
国家级“芯火”双创基地

◀邓林明给吴文见辅导作业，吴文见的妹妹
吴丹丹在身后玩耍。

记者 齐岚森 摄

▲4月11日，邓林明穿过林间小路赶往吴文
见家。他三年来一直坚持义务教吴文见、吴丹丹
两兄妹读书。

本报讯 （记者 戴娟）近日，江津区
四屏镇人大将全镇范围内所有区、镇人大
代表近50人聚集起来，只为一件事，就是看
看镇政府相关职能科室在4个月前的专题
询问会上承诺整改落实的事项，办理得怎
么样。

对镇人大代表李勇而言，4个月前的那
场专题询问历历在目。询问会上，区、镇人
大代表、旁听群众与政府相关科室负责人
相向而坐——就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工作开展专题询问。四屏镇度假区快速建
设过程中的信访、场镇管理等突出问题被
一一摆上台面。

17名区、镇人大代表负责提问，该镇市
政大队、拆迁办、公路办、旅服中心、农服中

心、派出所的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分管领导
负责回答。

“那个进场口的洗车池弯度太小，车辆
进不了，形同虚设，场镇扬尘怎么可能得到
改善？”会议一开始，李勇率先发问，“狠戳”
市政管理工作的“隐痛”。

原来，彼时正值四屏镇基础设施建设
的黄金期，为了赶工期，相关部门放松了对
环境的管理。“这是施工时欠考虑，我们下
来立即改正。”镇市政大队大队长王红卫没
有犹豫，接过问题回答，并自揭“短处”：“特
别是对脏车入镇的管理上没有派专人坚
守，导致扬尘过多。”他表态，会后将立即到
现场勘察，拿出整改方案，力争早日整改到
位。

一时间，整个会场严肃紧张，俨然成为
一个“大考场”，代表们以“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姿态，询问不留情面，科室负责人和
分管领导态度诚恳，以先反思再表态的方
式，详细回答代表提出的每个问题。

据统计，此次专题询问会，17名代表询
问了37个问题，现场表态立即整改落实32
项。需研究解决或对接落实问题5项，每项
问题落实了整改时限，并接受代表的继续
跟踪督办。

4个月过去了，整改进度怎么样？效果
如何？群众是否满意？代表们跟踪督办并
就整改情况进行评议。

当天，专题询问涉及的12个科室都分
别向代表汇报了承诺事项办理情况，汇报

完后，工作人员向每位人大代表发放了评
分表，对每个科室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量
化打分，得分情况将作为年终评先评优的
重要参考依据。

通过测评，代表对建议办理满意率为
90%，对个别不满意回复提出书面意见，并
表示将继续跟踪整改。

“监督的目的并非批评指责，而是通过
监督对工作进行实实在在的助推。”四屏镇
人大负责人表示，为了不让询问“走过
场”，不让政府科室承诺变成空话，这种对
整改落实情况的“回头看”工作很有必要。
虽然有尴尬，部分同志“出了汗”，但同时
也有掌声、有鼓励，对于推动工作有显著的
成效。

江津区四屏镇人大开展专题询问

现场戳“痛处”追踪评议促整改

8旬退休教师 用爱为残疾兄妹撑起一片天
本报记者 周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