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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医青年医生集团成立
青年医生有了专属
“朋友圈”
说到青年医生，白
大褂、听诊器已经不是
他们唯一的标志，稳重
而不失时尚，专业而不
失幽默，坚定而不失温
情是新时代青年医生的
形象符号。
昨天，青年医生有
了自己的联盟。22 日下
午两点，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主办的四川名医青
年医生沙龙活动召开，
这是“四川名医·青年医
生集团”的首次活动，也
标志着“四川名医·青年
医生集团”正式建立。
四川名医青年医生
集团由来自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的
各 医 学 领 域 的 共 计 30
余名青年医生组成。

附：

部分四川名医青年医生集团名单
（排名以姓氏拼音为序，
不分先后）

青年医生集团，
让更多的人想做医生
当天的沙龙活动中，各位青
年医生代表分享和探讨了互联网
时代，医生品牌与价值等方面的
议题。
“ 医生的责任，不只是看病
救人！”
“ 医生应用人文情怀去守
护公众健康。”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生殖中心副教授秦朗在讲座
上分享了他的看法。
为什么要树立医生品牌？秦
朗教授认为，青年医生树立好自
身的品牌形象，让医生这一职业

更具吸引力，更多的优秀人才加
入，
最终受益的还是患者。
树立医生品牌靠什么？最重
要的还是医术。在互联网时代，医
生除了治病救人，青年医生更是
致力于让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最
大范围地传递到普通百姓心中，
教大家甄别海量的健康资讯。

共同打造“科普诊室”，
让更多患者了解健康知识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打造“科
普诊室”，让科普知识走进诊室，

让患者在有限的门诊时间获得无
限的科普知识，提高患者的依从
性，让诊室与众不同。
“以前，我上
一天门诊，一个问题要解释几百
遍，而通过科普平台，再次遇到被
同样问题困扰的患者，我直接把
相关文章发给他，各类注意事项
让患者一目了然。”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郝晓婷说。不
仅是患者，优秀的科普内容具有
顽强的传播力，对于培养大众健
康意识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川名医青年医生集团，能
为医生做什么？

在这里，青年医生有了自己
的专业“社交圈”，在这个圈子里，
结识医学新锐精英，分享最新的
资讯、探讨医疗科普之道。
四川名医青年医生集团，能
为患者做什么？
在这里，患者更了解青年医
生，生病了，不只有“一号难求”的
老专家，
新锐青年医生骨干同样是
信得过的好医生。在这里，获取第
一手、权威健康知识，不再受不靠
谱的谣言左右，给你一双火眼金
睛，
教会你辨别科学的健康知识。
（文：
赵立莹 图：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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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胃肠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乳腺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新生儿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中医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
妇科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甲状腺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神经内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皮肤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
普外科
成都四一六医院
肝脏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骨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肝脏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妇科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生殖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小儿外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放射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疼痛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麻醉科、
疼痛门诊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预防口腔科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血管外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心内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
心理卫生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营养科
四川省人民医院
儿童口腔科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拒付父亲900元赡养费被强制执行
4 月 21 日，陆华斌从拘
留所里走出来。16 日，因拒
不履行对父亲陆广生的 900
元赡养费义务，他被法院处
以拘留 15 天、罚款 3000 元
的处罚。陆华斌说他恨父亲，
父亲做过“伤了他”的事，自
己没必要赡养他。更重要的
是，母亲对父亲的恨很“极
端”
，
他夹在中间很难处。
“爸，我错了，以后我会
按照法 律 的要求给你赡 养
费。”陆华斌说他认错，是因
为懂了法，不代表消除了对
父亲积压多年的怨恨，也不
代表一家人会和解。

2 伤心/

儿子：
儿子：
父亲太伤我了
父亲：
父亲
：
是儿子记错了

17 日，陈明来到拘留所，问陆华斌的
想法。
“他从小没咋管过我，没尽到父亲的
责任，我之前觉得也可以不管他。”陈明告
诉陆华斌，虽然父母离婚，但他们的父子
关系仍存在，作为儿子，他应尽到赡养父
亲的义务。法院判决他承担赡养费和医疗
费，
法律文书已生效，
他必须履行。
“现在我懂法了，
你们说的法律后果我
也明白了，
以后我会每月按时给他赡养费。
但说实话，
从情理上，
我不愿意，
过不了心里
的坎儿。
”
陆华斌说，
愿意支付900元赡养费。
21 日，陈明到拘留所对陆华斌提前解
除拘留，
陆华斌向其讲了他和父亲的矛盾。
记忆中，父亲对家人不好，常打骂自己。他
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
父亲对他不闻不问，

1 现场/

3 相见/

身揣万元现金
900元赡养费却拖了几个月
2006 年，陆华斌的父母经法院
判决离婚，之后陆华斌跟母亲同住。
父亲陆广生离婚后便到外面打工，
几年后再回来时，发现离婚分得的
五间土方已经垮塌。经人介绍，陆广
生认识了邻村的一位女士，此后与
她同住。直到两三年前，与对方分
开，陆广生无处可居。此时他患银屑
病已将近 10 年，加上痛风，丧失了
劳动能力。
没了住所，也没有经济来源，
唯
一的儿子陆华斌也不照顾他。去年
8 月，陆广生把儿子告上法庭，希望
他履行赡养义务。金堂法院判决陆
华斌自 2017 年 11 月起，每月支付其
父赡养费 300 元，并承担其父的医
疗费。但直至今年初，陆广生也没收
到分文，他便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过去 3 个月的赡养费。法院向陆华
斌发出执行通知书后，陆华斌仍未
履行义务。
4 月 16 日，金堂法院的执行干
警来到陆华斌所住的镇上，在街边
找到了他，现场要求他支付赡养费。
陆华斌情绪激动，高声喊着“我没
错，凭什么要给他钱？”……还用脚
踢身旁的执行干警。随后，干警启动
强制执行，在陆华斌身上搜查出现
金 1 万多元，属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文书确定义务，便将
他带回法院处理。
执行法官陈明问他，有没有工
作，现有财产多少。陆华斌一口咬定
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身上的 1
万多元是母亲的钱。但经法院执行
查明，陆华斌在银行有存款可供执
行这笔赡养费。法官再次要求陆华
斌履行义务，陆华斌仍然拒绝。最
后 ，法 院 决 定 对 陆 华 斌 处 拘 留 15
天，罚款 3000 元。
“你有财产却拒不履行赡养义
务，拒不给付赡养费，本院决定对你
采取拘留措施，现向你送达相关罚
款决定书和拘留决定书。”
陈明对陆
华斌说道。
“我收到决定书，也听清楚你说
的法律问题，但我拒绝签字。”陆华
斌说。

儿子眼中的父亲
冷漠、爱打骂、没感情

父子相隔本不远
父亲曾搭篷吃水煮菜度日

从 金 堂 县 拘 留 所 驱 车 约 1 小 时 ，来
到陆广生住处，同时也是陆华斌生活的
镇 上 。事 实 上 他 们 住 得 相 隔 不 远 ，但 并
无交流。
远远地看到陆广生曾住过的帐篷，这
个简易的帐篷里，一张拼凑的床板、一床
破棉絮、一口铁锅、一个碗，陆广生在这里
住了约 2 年。不久前，陆广生的妹妹帮他在
村上租了一个老房子，每年房租 300 元，陆
广生正陆续把东西搬过去。

谈到家里的情况，
陆华斌落下了眼泪

陆广生对法官表示感谢

陆广生拉着儿子陆华斌的手

4 纠结/

在外打工的母亲辞了工作，
回来照顾他。
陆
华斌的姐姐，
20 多年前在广东打工时去世，
父亲知道后的第一反应让陆华斌终生难
忘。
“他上来就说不关他的事。
那是亲人，
他
却说不关他的事。根本没把我们当家人。”
这让他对父亲彻底失去信任和感情。
2006 年，父母因长期吵架，到法院起
诉离婚。陆华斌说父亲名下有土地、房子
和财产，但都没分给他，这在他们村是很
少见。
“ 这些年，他太伤我了，我没感受到
父爱。”陆华斌觉得，母亲花钱修房子跟他
一起住，还租铺面给他做生意，如果跟父
亲和解，
他对不起母亲。
陈明问陆华斌愿不愿意去看望父亲，
陆华斌想了一会儿后，
说可以去。

见到法官来，陆广生走上前来，之前
法官已将执行到位的赡养费交到他手上。
陆广生说他没钱租房，之前村里给了他帐
篷、棉絮还有衣服。吃饭时，就在外面找石
块把铁锅架起，
烧热水，
煮一锅青菜。
陈明之前了解过，镇上、村上几次做
这对父子的调解工作，都没成功，陆广生
只能通过司法所到法院起诉。由于陆广生
还有法定赡养人，不符合低保户的标准，
也因此不符合敬老院的收养条件。

承认错了 以后会给赡养费
却不知怎么跟母亲交代

陆华斌来到父亲跟前，
对父亲说，
“爸，
我错了，以后我会按照法律的要求给你赡
养费。
”
听到这话，
陆广生伸手去拉儿子，
陆
华斌没有拒绝，
但也没和父亲对视。
陆广生解释，他没有在儿子生病时不
管，也没常打骂他，是儿子记错了。当初大
女儿去世，他想表达的是，女儿去广东打
工是前妻的主意，不是他要求的。对这些
话，
陆华斌摇了摇头。
陈明问陆华斌以后打算怎么办？许久
后，陆华斌说每月 5 号前会把赡养费送给
父亲，父亲的医疗费他也会承担，再在父

亲的宅基地上修板房给他住。
正准备离开，
陆华斌的母亲突然出现，
冲着陆华斌吼，
“你要是认他，
就不要认我，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马上从我的房子里
出去！
”
随后，
她又骂陆广生，
说他当年没良
心。
分开 10 多年，
她也放不下对前夫的恨。
法官让陆华斌把母亲劝走，他摇摇
头，然后站在一旁，一声不吭。一边是生活
艰难的父亲，一边是与父亲水火不容的母
亲，两人的恩怨如重石压在他身上。但正
如他所说，
“ 情是情，法是法，该我负的责
任，
没法逃避。
”

专/家/说/法
新的一周有雨水 气温累计下降 5～7℃

儿子必须赡养父亲
但亲子关系走向恶劣双方都有责任
对于陆华斌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学专家胡光伟认为，这个矛盾
已经根深蒂固，恢复父子之爱，并不容易。
“这件事体现的是情与法之间的矛盾，法律方面看，无
论父亲曾经对儿子有什么做错的事，父子关系始终存在，儿子就是要赡养父亲，法院的判决必
须履行。但从情理上讲，无论是母亲无意间灌输的恨意也好，邻居议论纷纷也好，儿子自身对父
亲的埋怨也罢，
矛盾形成二十多年了，
不可能一下子化解的。”
在胡光伟看来，亲子关系走向恶劣多是双方都有责任，现在强调儿子要孝顺父母，那做父
母的也要合格，
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22 日，阳光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它的
热情，16 时均温已达到 29.2℃，较 21 日高
出 3.9℃。受高原切变和弱冷空气影响，预
计从 22 日晚上开始 48 小时内，成都有一
次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日平均气温
将累计下降 5～7℃，累计雨量中雨到大
雨，个别地方暴雨，降雨时伴有雷电活动；
冷空气影响时有 3～5 级偏北风。
预计成都22日晚上到23日白天阴天间

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小雨到中雨，
西部
及简阳个别地方有大雨到暴雨，气温 16～
26℃。4 月 23～25 日，整个四川盆地也将有
一次较明显的降温降水天气过程，
大部地区
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４～7℃，
冷空气影
响时普遍有３～４级偏北风，
大部地方将有
中雨，
局部地方有大雨到暴雨；
阿坝州和甘
孜州北部、
东部将有小到中雨，
局部大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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