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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天然气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5月31日，《重
庆市天然气管理条例》经市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修订通过，该条例将于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天然气发展规
划，强化了政府监管职能及安全主体责
任，明确了企业经营行为并规范了用户
用气行为。条例特别明确，天然气通气
验收不得向天然气用户收取费用，并删
除了征收用气初装费的规定。

促公平
特许经营可行性评估应

委托三方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天然气行业

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修订草案将
特许经营制度应用于天然气经营管
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制委副
主任委员张晓涛表示，我市绝大部分天
然气设施不是由政府投入，而是由天然
气经营企业投入，所有权归企业所有，

有实施特许经营制度的基础。在市场
准入环节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促进市
场公平竞争，有利于保护用户权益。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天然气管理部
门根据天然气发展规划合理划定管理
范围内的供气区域，或者确定管理范围
内的供气站，并提出天然气特许经营项
目实施方案。根据需要，天然气管理部
门可以对天然气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
案开展可行性评估。开展可行性评估
的，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保供应
企业不得拒绝供气、擅自

停气
为保障天然气供应，条例第二章

“规划建设与供气保障”专章对供气保
障作出了规范，并按照当前规范行政事
业性收费改革精神，删除了征收用气初
装费的规定。

此外，条例专门设立了“经营管理
与服务规范”章节，特别补充了天然气

供应企业不得有拒绝供气、擅自停气等
禁止性行为。

审议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普
遍认为，天然气经营企业应增强服务意
识，提高服务水平。因此，条例从使用智
能化设备、保障应急服务、通气验收不收
费、张贴安全须知、开展入户安全检查应
当优先安排方便用户的时间等方面，进一
步细化了对天然气经营企业的服务要求。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条例第四十
四条明确：天然气用户在安装、改装天
然气设施完成后，应当向管道天然气经
营企业申请通气验收，管道天然气经营企
业应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进行通气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通气；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禁止通气。
通气验收不得向天然气用户收取费用。

明规范
擅自安装、维修天然气

燃烧器具最高罚五千元
“天然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规范

使用天然气是天然气用户的义务。”张
晓涛表示，条例对天然气用户的用气行
为予以规范，是为了保障天然气用户和
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

记者注意到，条例要求天然气用户
使用质量合格的天然气燃烧器具，实行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天然气燃烧器
具应当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要求；
天然气用户要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
或者使用年限已届满的天然气燃烧器
具、连接管等。

条例还规定，不符合条件的人员
擅自安装、维修天然气燃烧器具的，由
天然气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移动、覆盖、
涂改、拆除、损坏天然气设施保护装置
的，单位将被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个人将被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条例还鼓励天然气用户购买燃气
意外伤害保险。

《重庆市天然气管理条例》明年1月1日起施行

不再征收用气初装费 通气验收不得收费

“抬腿，收腹，放轻松……”5月31
日的沙坪坝区体育馆内，伴随着悠扬的
音乐，10多名小姑娘在场地中央翩翩
起舞，重庆市艺术体操优秀运动队主教
练徐亚丁则在一旁不断指出她们训练
中存在的问题……

这10多名小姑娘都来自重庆艺术
体操优秀运动员队，作为重庆市第一支
市、区联办的优秀运动队的成员，她们
将代表我市参加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对于在上次全运会上获得第十二
名的她们来说，此次全运会的目标只有
一个——站上领奖台。

“别看这些孩子不怎么高，但她们
灵巧，能吃苦，身体素质好，很适合这个
项目。”徐亚丁介绍，重庆艺术体操队之
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成绩，除了刻苦训练
外，还拥有“秘密武器”。

徐亚丁口中的“秘密武器”是摆放
在训练场边的一个体脂称。“其他项目

是每个月称一次重，我们是每节训练课
结束后就要称重，如果体重变化超过了
一定的区间，就必须进行加练，把多余
的体重减下来。”

类似的监督在沙坪坝区体育馆内
可谓无处不在。当重庆日报记者随徐
亚丁来到艺术体操队宿舍时，还看到一
张食品热量表，上面标明了芝麻糊、可
乐、咖啡等食物所包含的热量，时刻提
醒运动员们管住嘴。

“虽然重庆艺术体操优秀运动员队
在2014年才成立，但经过5年的发展，
如今已是全国艺术体操界一股不可忽
视的力量。”徐亚丁说，仅在2018年，重
庆艺术体操优秀运动队就在参加的各
类赛事中为重庆赢得金牌13枚、银牌
6枚、铜牌18枚。

重庆艺术体操优秀运动队所取得
的成果只是重庆积极开展市、区联办优
秀运动队系列工作的一个缩影。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市体育局在与沙坪坝
区共建艺术体操项目的同时，还与九龙
坡、巴南、渝北等区合作，通过从训练单
位运动员编制中调整一部分编制的方
式，组建了马术、空手道、橄榄球等多支
优秀运动队，为在即将到来的全运会中
取得佳绩奠定良好的基础。

称重监督体形 训练不忘学习

重庆市艺术体操备战全运会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读书使
我快乐，读书伴我成长，书让我懂得什
么是人间真情。”6月2日，在重庆巾帼
园举行的“礼赞新中国 书香润万家”
重庆市第二届家庭诵读大赛决赛上，来
自万州区的彭春波家庭声情并茂地诵
读着参赛作品。

比赛现场，一个名叫《心声》的作品
深深牵动着观众的心。这是一个特殊
的家庭，女儿孙皓铭听不见声音，轮到
她诵读时，只能一边看着台下的手语老
师给她打手势，一边用手语表演。

“女儿从小喜爱阅读，她不仅从书
中汲取养分，也找到了自信。”孙皓铭的
母亲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孩子说话口齿
不太清楚，但却很努力地在表达，她希
望用这样的方式传递对家人的感恩和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当天，参赛的30个家庭纷纷登台
亮相，通过中华美文、诗词歌赋、家书家
训以及体现时代特色的原创作品，以诵

读为主要表现形式，辅以咏唱、舞蹈、书
法、情景剧等表现手法，展现了各自家
庭的良好精神风貌。

本次参赛的家庭成员来自各行各业，
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军人、警察以
及进城务工、自主创业者等。参赛家庭
中，还有五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参赛人员年龄最小的2岁，最大的96岁。

大赛自4月初启动以来，有近万个
家庭报名参与，145个家庭在初赛中脱
颖而出。经过评审委员会复审，遴选出
表现优异的前60个家庭，其中，前30
个家庭进入现场决赛。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
展示不同家庭的才艺和风貌，让经典文
化走进千家万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优良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广大家庭进一步激发爱
国热情，助力书香重庆建设，以家庭文
化素养提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

重庆市第二届家庭诵读大赛决赛落幕

30个家庭用诵读展示风采传递温暖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5日
是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78周年纪
念日。6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插
画师刘何跃历时两年，以“重庆大轰炸”
为背景创作的绘本《洞》，本月将由重庆
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据了解，和刘何跃此前创作的《呼
归石》等传说题材绘本最大的不同是，
《洞》的故事脚本是刘何跃从头至尾的
原创。

《洞》的脚本设定是，浩宇和庄云两
个失去双亲的男孩，为躲避日军空袭藏
进了防空洞。防空洞是连接异世界的通
道，在带有魔幻气息的异世界中，他们一
路找寻生命树遗失的爱心、力量、诚实和
信心4种美德，历经多番磨难，最终变得
坚强和勇敢。刘何跃说，主人公一路“闯
关”、永不言弃的过程，正是抗战时期重
庆人民不屈不挠精神的缩影。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绘本样书后发
现其中汇集了众多重庆元素，故事情节
中不仅出现了巴国将军巴蔓子，还有解
放碑、长江索道、轻轨、鹅岭二厂文创公
园等元素。

接下来，刘何跃还希望创作更多与
重庆相关的动画片，并继续围绕重庆历
史文化进行绘本创作，让重庆的历史文
化“活”在绘本上。

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创作

绘本《洞》6月出版发行

▲刘何跃

◀以“重庆大轰炸”为
背景创作的绘本《洞》中的
插画。

（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
提供）

深耕专业深耕专业 全力守护患者健康全力守护患者健康

作为璧山区人民医院肿瘤科的见
证者、开拓者和奠基者——孙岚博士团
队在院领导的指导下，用5年时间，将
肿瘤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打造成
业界认可的翘楚，成为渝西地区的医教
研模范科室。

在肿瘤科深深浅浅的脚印里，折射
出的是璧山区人民医院的快速发展。
他们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笃行。“事
实上，不仅仅是肿瘤科，全体璧医人都
以‘琢璞成玉’的精神，践行‘生命唯一，
健康至上’的核心价值理念。”璧山区人
民医院院长朱堂棋说。

五年拼搏
肿瘤科“从无到有”到“从有到优”

肿瘤科15床42岁的张明（化名）
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活泼开朗、喜欢
唱歌，很难想象曾经入院时病情的凶
险。一个月前，张明因为“胸闷气促”来
肿瘤科就诊，发现“纵膈恶性肿瘤”，经
过抢救，呼吸困难等症状得到了控制。

“现在区医院的医疗条件好了，医
生护士的专业水平、服务态度都非常
好，离家又近，还省钱。”张明笑着说，

“经过治疗，我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仅仅
上楼感觉还稍微有点累。”

与张明一样，冲着璧山区人民医院
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和孙岚等医学专家
的名气，慕名而来的患者越来越多。据
统计，2018年肿瘤科为近1万名患者
提供了优质的专科服务，其中，20%以
上是区外患者。

时钟拨回至5年前，肿瘤科仅是设
在呼吸内科病区内的一个小板块。换
句话说，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他
们仅仅用了 5 年时
间。

“这离不开科室团队的努力，更离
不开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和院领导班子
的支持。”孙岚说。事实上，璧山区人民
医院一直致力于学科发展和人才引进
与培养。

“人才，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朱
堂棋说，“目前，璧山医院已有22名博
士、166名硕士，最近我们又签了人才
引进协议，将引进2名博士、20余位硕
士，预计在7月，医院的硕博士人才将
达到210名以上。”

荣誉随之相伴。2014年，肿瘤科
成为“重庆市第一批癌痛规范化治疗示
范病房”；2016年，成为“重庆市临床重
点专科”；2017年，成为“重庆市区域医
学重点学科”。这是区县医院中少有的

“双重点”科室，孙岚博士因此当选首届
“璧山英才”。

人文关怀
为患者树立信心和勇气

5月23日，璧山区人民医院举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研讨会——“对生
命责任的认识”。会议核心就是“人文

关怀”，提出了三点倡议：树立希
望、换位思考和患者教育。

“患者到医院来寻求
帮助，医生是重病患者
最后的希望。我们必须

给他们希望，这样才有‘翻盘’的机
会。”孙岚说，“古人云，德不近佛者，不
可以为医。工作中，我们医护人员切
记不要熄灭患者希望，哪怕是癌症晚
期。”

为什么大多数癌症患者充满焦
虑？孙岚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
问题、家庭问题、经济问题等，但最重
要的是患者对未知死亡的恐惧，学术
上叫“达摩克利斯综合征”，好比一把
宝剑悬在他们的头上，不知何时掉下
来。所以，“我们需要站在患者角度思
考问题，站在医生角度解决问题。”孙
岚说，“医护人员必须学会换位思考，
帮助患者打消疑虑和恐惧，树立信
心。”

为什么有的患者会拒绝治疗或消
极治疗？孙岚说患者不知道肿瘤这个
敌人有多强大，他会迷茫、害怕，选择
拒绝治疗，逃避现实。这个时候，医生
必须进行患者教育，引导他们，说服他
们，帮助他们去解除心理枷锁，让患者
了解这个敌人并不可怕，医生会和他
们一起去战斗。

专业深耕
学术与硬件成发展“双核”

人才队伍是软实力，医疗设备则是
硬实力。

璧山区人民医
院肿瘤科有一套先
进的放疗设备——
Clinac IX 直线加
速器。“这台设备是
去 年 从 国 外 引 进
的。”孙岚介绍说，

“融合了现代医学影
像技术、立体定位技
术、放射物理、自动
化智能控制等多种
现代化高新科技，是
现阶段重庆市区域
内除市肿瘤医院外
最 先 进 的 放 疗 设
备。”其实，除了直线
加速器，肿瘤科还拥

有GE大孔径模拟定位CT、Octavi-
us4D剂量验证系统、毫米波康复治疗
机、体腔热灌注化疗机、放射性粒子治
疗系统等“高精尖”医疗设备10多台。

装备的革新，助推肿瘤科的成长，
深耕学术则是另一个“硬核”。

随着科学日新月异，新技术新项目
逐年更新，我们医者必须要有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去攻克临床上一个又一
个的难题。据了解，肿瘤科率先开展先
进技术十余项，如精准放射治疗、介入
治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癌痛规范化
治疗、毫米波康复治疗等。近年来，科
室累计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国
际SCI论文17篇。2016年，研发专利

“一种多功能实时症状监测系统”，实现
医院“国家级专利”零的突破，获得重庆
市科委“优秀项目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现在，肿瘤科已成长为一个集“精
准医疗、康复保健、预防宣教”“三位一
体”的肿瘤综合防治基地。快速成长的

肿瘤科，只是璧山区人民医院发展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璧山区人民医院飞速发
展，并在去年成功创建为国家级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除了直线加速器，医院还
购置了 GE Discovery 宝石能谱后
64排螺旋CT、西门子1.5T超导磁共
振、GE Innova IGS530 高兼容智
能引导数字平板血管造影系统等千万
元以上大型医疗设备；引进了孙岚博士
等高端人才近200人。“今年，医院在医
疗设备和人才引进方面投入额近4亿
元。”朱堂棋说，璧山区人民医院的愿景
是做渝西高峰，创医林典范，未来，我们
计划再用5-8年时间，将大多数学科建
成市级重点学科，并力争培育出1-2个
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真正做到在重庆
乃至西部地区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知名
度。”

路在脚下，未来已来。发展中的璧
山区人民医院及其肿瘤科将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激流勇进、再创辉煌。

邓嘉桂
图片由璧山区人民医院提供

医院大门

在很多患者眼中，璧山区人民医
院肿瘤科主任孙岚头上有很多“光
环”——医学博士、重庆市医学会肿瘤
专委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医
科大学硕士生导师、重庆市中青年医
学高端人才、璧山英才等。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头衔就是医
生，我就是一名给老百姓看病的普通
大夫。”孙岚说，“我们要站在患者角度
思考问题，站在医生角度解决问题，这
是对患者最好的人文关怀。”

严谨、务实、专注、仁爱，几个关键
词勾勒出这位青年医者对专业的热爱
和对患者的温情。

肿瘤科主任带队查房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肿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