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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抗癌12年，
“坦然面对，
坚强勇敢”
是她的秘诀
9 月 15 日是世界淋巴瘤日，主题是“未
来可期，不再等待”。为提高大众对于淋巴
瘤的认识，关爱淋巴瘤患者，昨日，重庆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沙坪坝区科学技术协
会等多家单位举办了抗癌明星评选、健康
科普直播等系列宣传活动，并发布了 2021
版淋巴瘤患者康复指南。
“淋巴瘤是可以治愈的癌症。”重庆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刘耀表
示，随着医学的发展，淋巴瘤的治疗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它的。

坚强勇敢 坦然面对
患癌 12 年，始终坚持科学地治疗和随
访，永远保持“坦然面对，坚强勇敢”的心
态。昨日，缪小凤站在台上轻松地分享着
她的抗癌经历。她说：
“ 我的生活是充实
的，买菜做饭、养花种草，大海、草原、沙漠、
戈壁，名山大川任我游。”
现在，缪小凤已经能够从容地谈起患
癌这件事。
2009 年，缪小凤无意中触摸到左腹股
沟有一个鸡蛋大的硬包。最开始，她没有
太在意，认为是炎症，于是买了消炎药吃了

2010 年，经过科学地治疗，缪小凤痊
愈出院，医生告诉她定期随访。这一年，她
正式开始退休生活，养花种草，四处旅游。
缪小凤说：
“ 癌症发生了，我们只能用乐观
的心态去勇敢面对它，
战胜它。
”

不痛不痒 格外警惕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病实验室揭牌
一个多月。但包块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
增大。缪小凤着急了，她来到重庆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检查，诊断为非霍奇金淋巴瘤。
“那个时候我距离退休还有 2 年，正筹
划着美好的退休生活，准备游遍祖国的大
好河山，但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缪小
凤性格坚强，短暂的沮丧过后，她决心勇敢
面对：
“把自己交给医院吧。
”
治疗的大半年，缪小凤始终保持着乐
观的心态。她讲故事、讲笑话鼓励病友，还
在病房完成了多幅十字绣。
“ 心态决定一
切，社会、单位和亲友的鼓励帮助，给了我
极大的精神力量。”

情暖童心 相伴成长

璧山区妇联开展 2021 中秋国庆儿童慰问活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钟昌群）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
璧山区妇联联合该区民革璧山支部、区女
企业家商会、重庆坤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等爱心组织在璧山区七塘镇依凤小学开展
了璧山区妇联
“情暖童心 相伴成长”
——
2021 年“中秋”
“国庆”儿童慰问活动，区政
协副主席杨靖参加本次活动。
在捐赠活动上，该区人大代表、区妇
联主席钟昌群对孩子们提出三点希望：一

是希望孩子们思想好，做合格的小公民，
做道德建设的小模范，培养爱国、诚实、懂
感恩的好品质；二是希望孩子们学习好，
要好好读书学好知识，提高本领，才能梦
想成真；三是希望孩子们身体好，要加强
身体锻炼，不做温室的花朵，做翱翔蓝天
的雄鹰。
本次捐赠活动，共为 43 名困难儿童提
供了价值 8000 元的书包、运动鞋等学习、
生活用品慰问物资。

刘耀介绍，淋巴瘤是原发于淋巴结或
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分为霍奇金淋巴瘤
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其中非霍奇金
淋巴瘤占 80%以上。由于淋巴细胞是血液
细胞分布全身各个部位，因此恶变的淋巴
细胞，也就是淋巴瘤细胞全身各处均可以
出现。
“大约 60%的淋巴癌患者首先发症状
是颈部、腋窝及腹股沟等处的表浅淋巴结
肿大，不痛不痒，开始时可能是单一淋巴结
肿大，慢慢地数目增加，且越肿越大。”刘耀
说，发生于不同的脏器可引起相应的症状，
如发生于胃、小肠或大肠则可能有腹胀、便
血、呕吐、腹痛等消化性溃疡或胃肠机能障
碍的症状;若淋巴瘤侵犯骨髓，则可能产生
脸色苍白、发烧、出血等血液病的症状。有
些患者还可能出现皮肤瘙痒、发热、盗汗、
体重减轻等全身症状。

树立信心 可以治愈
近年来，淋巴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重庆市 2020 年新发肿瘤登记数据显示，
淋巴瘤发病率为 6.85/10 万。在恶性肿瘤
发病率排名中，男性占第 9 位，女性占第
10 位。
“淋巴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其中儿童
发病率更高，在儿童恶性肿瘤中位居第三
位。”刘耀介绍，淋巴细胞增殖非常快，受环
境影响也比较大，大概以每年 4%的速度上
升，
对儿童及青少年的危害更为突出。
目前，
淋巴瘤的诱发因素包含了空气和
室内装修污染，
生活中的辐射，
病毒、细菌等
感染，以及心理压力，不合理的饮食等。刘
耀说，我们在日常预防中要针对性进行预
防。儿童及青少年更加需要在室内污染、辐
射预防、
生活习惯等方面格外注意。
刘耀表示，淋巴瘤的治疗手段越来越
丰富，已经成为可以治愈的肿瘤。即便是
中晚期，也可以通过有效地治疗，达到长期
生存。所以，淋巴瘤患者一定要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受访者供图

今晚有暴雨来袭
本 报 讯 （重 庆 晚 报 - 上 游 新 闻 记 者
钱也）昨日，重庆中心城区依旧阳光灿烂，14
时，
重庆全市气温在 25℃-34℃之间。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
天，重庆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有大雨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沿江区县须加强防范过境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 21107 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9 3 1 9 2 + 0

洪水与本地降水的叠加影响。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
多云，
气温 25℃～32℃。
明天：
中雨，
气温 24℃～29℃。
后天：
大雨，
气温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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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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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 年 9 月 14 日

“绣”
出巴渝大美风景 激活乡村振兴
“新引擎”
——中国光大银行重庆分行普惠金融助力传统手工
丝丝针线指尖走，刺绣花开诗韵香。
在重庆市万州区龙驹镇“三峡绣”的车间
里，绣娘们正在飞针走线，经过她们一针一
线、层层叠叠精细雕琢，一个个惟妙惟肖的
蜀绣手工艺品让人眼前一亮 ……
难以想象，在这深山之中，一个惠及数
百农户的传统手工艺企业正在加速崛起。
这是中国光大银行重庆分行今年以来重点
支持的乡村“非遗”刺绣企业。
“加入三峡绣以后，我学会了传统的手
工艺刺绣，可以说，我们全家人的生活也因
此得到很大的改善。”三年前还是当地建卡
贫困户，如今已靠刺绣自立自强的龙驹镇
村民伍艮燕感慨地说道。据了解，为发扬
传承乡村传统手工艺，积极推动乡村振兴，
光大银行重庆分行为重庆市万州区三峡绣
手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绣”
）架
起了一座“普惠”
的桥梁。

发扬普惠情怀
助力传统手工刺绣创新发展
三峡绣是一家以手工刺绣（蜀绣）为核心的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我行普惠金
融下一步开展工作的着力点和出发点，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同时也是新时期‘三农’金融服务的重
中之重。”光大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行始终坚持“将普惠信贷资源向乡村振兴战略倾
斜”的大方向，推动金融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整合，
以包容、发展的普惠情怀树立“金融国家队”的责
任旗帜。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击疫情、支持复工复产、
落实“六稳六保”期间，该行针对文旅企业受疫情
冲击大、资产轻、规模小、恢复期长等难点，以专
业务实的作风深入文旅行业调研，结合旅游经济
特色优化机制、完善服务，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满
足文旅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携手文旅企业勇渡
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对于地处乡村地区的传

持，有了他们的贷款扶持，三峡绣才能更顺利地

难关、共克时艰，用“金融国家队”的初心和“光速

统手工企业来说尤为如此。为实现刺绣产品销

实现扩产经营，进而带动了附近村民就业，为乡

服务”的行动力抒写央企情怀。

售路径的创新，
“ 三峡绣”正在研发线上平台定

村传统工艺产业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性发展

制化的业务模式，突破线下销售制约，开拓刺绣

做出一份贡献。
”三峡绣相关负责人如是说道。

产品网络销售渠道。然而，研发和推广线上平
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该模式市场回报存
在不确定性，
“ 三峡绣”在业务转型上存在较大
资金压力。

助推文旅产业
激活乡村振兴
“新引擎”

在了解该企业的基本情况后，光大银行重庆

据悉，像“三峡绣”这样扎根乡村、传承工艺

研发和销售传统刺绣工艺品的同时也扛起了扶

分行组织普惠金融部和经营机构业务人员一同

的企业，在重庆地区并不在少数。近年来，随着

贫助业、传承工艺的责任，为当地残疾人、建卡

前往企业调研。通过实地了解“三峡绣”的产品、

重庆文化、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文旅产业已不

贫困户、失业家庭提供就业培训，帮助他们寻找

工艺和业务模式，以服务文化产业、支持乡村振

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模式，地区特色的手工

就业创业机会。例如，
“ 三峡绣”举办了“万州区

兴、发展普惠金融为己任，针对企业实际情况制

工艺品推广和销售正渐渐与旅游产品形成互补

非遗传承人群（蜀绣）培训班”，为深度贫困乡镇

定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向企业及时发放 800 万

性的格局。为此，光大银行重庆分行主动适应市

的妇女提供学习非遗传统技能的机会，探索出

元流动资金贷款，缓解了“三峡绣”在业务转型和

场需求，逐渐加大对文旅相关行业普惠客户的金

把文化“软资源”转化为“经济硬实力”的产业发

市场开拓中的资金压力，为民族手工艺品打开线

融支持力度，
“普惠之光”所到之处还惠及了荣昌

展之路。

上销售市场，走向世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送

陶器、夏布（一种传统纺织品）、大足黑猪肉等一

去了
“光大温暖”。

系列手工艺和农特产品企业。

偏小，缺少强抵押物的特点，资金成为制约文化

“我们真的感谢光大银行重庆分行的大力支

产业的特点积极创新产品，推广该行“阳光快贷”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政采贷”等普惠特色产品，
并持续完善文化企业信贷管理机制措施等，在地
方文旅版图上“绣”出巴渝大美风景，激活乡村振

工艺品生产企业。由于地处远郊区县，公司在

文化产业普遍存在集中度不高、资产规模

据介绍，接下来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将继续加
大普惠资源对文旅、乡村产业的倾斜，根据文化

“按照 2021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巩固

兴的
“新引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