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容环境整治工作年年都在做，但怎
样才能做到群众心坎上、才能使整治效果
发挥长远效益？

面对这个问题，沙坪坝区给出的答案
是：转变思维观念，工作从“面子”做到“里
子”，整治既要迅速见效也要实现长期巩
固，通过多部门携手让城市品质得到全方
位提升。

把“小事”当“大事”认真抓

石井坡体育场是当地居民爱休闲的
地方。阳光明媚的春日下午，体育场内
锻炼的人多，在场地边树阴下喝茶的人
也多。

“现在政府的事都做得巴巴实实。”团
结坝社区居民胡清智赞叹说，这次搞环境
卫生整治，大家给街道提意见，他提到了这
个体育场边绿化带的两个“秃斑”——花草
死掉后成两片裸露的空地。

让胡大爷没想到的是，上个月中旬，这
两个“秃斑”就被园林工人火速补上了。记
者在现场看到，这两片地，一个约有10平
方米大小，另一个也不过15平方米左右，
现在栽上了青青的麦冬，以及远看像一团
黄绒球的金叶女贞。

“这两片地方小，如果不仔细看也马虎
得过去。”胡大爷说，“但政府没有马虎，认
真仔细地把空地补上了。对待小事都这么
认真，我们都很高兴、很满意！”

“群众提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沙坪坝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在今年市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任
务清单上，记者看到，清单上开出774个亟
待解决的典型问题，其中有车行道、立桥护
栏涂装这样看得见的“大工程”，更多的却
是补绿、整治沉降路面这类群众能切切实
实感受到的项目。在清单中，最小的补绿
面积是欣阳广场补绿2平方米。

“这些清单都来自各个街道居民和我
们自己的摸排。”该负责人表示，即便面积
再小，对整治工作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对于完成的每一个项目，都要进行实
地查勘后才能销号。在整治中，沙坪坝区
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先后10余次利用周
末时间“马路办公”，每次都要到天黑才收
工。截至3月底，沙坪坝区已完成整改539
项，销号率达到68.1%。

把短期反复整治变成群众
长期福利

在西永微电园通往双碑隧道的公路与
地铁双碑轨道之间，有一片约5万平方米
的空地，分属市城投公司、市轨道公司以及
西永街道。由于权属复杂、地块零碎，暂无
开发计划，这里很快就成了当地居民的菜
地，并散乱地堆放着用于沤肥的白色泡沫
箱，以及用于堆放肥料、工具的临时窝棚。
杂乱的环境，让这里“臭名远扬”。

以前，沙坪坝区也曾对这里开展过整
治。但过段时间后，菜地和沤肥箱、窝棚又
卷土重来。

为巩固整治效果，沙坪坝区城市管理
局找到两家公司和西永街道进行协商，最
后大家都同意将各自的地块拿出作为绿
地。

现在，从地铁1号线赖家桥站往外看，
过去杂乱的菜地已变成一片绿色：嫩绿的
木芙蓉、暗红的红叶李以及树下的麦冬，织
成了歌乐山下彩色的“地毯”，清洁了环境，
也给周边的居民带来“眼福”。

据了解，沙坪坝区在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专项行动中，尽量把短期整治与长效保
持相结合，将过去的荒山、垃圾堆变成公
园、绿地，防止不良现象在整治结束后又死

灰复燃。该区今年将修建17个公园，其中
16个将于今年内投入使用。

联合各部门整治无死角

近日，有市民举报部分车辆在西部新
城的一纵线沿线乱倒渣土，不仅影响市容
环境，还带来扬尘污染。

为杜绝这一现象，沙坪坝区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与区公安局、区交委、区
环保局等部门建立定期信息通报机制，在
212国道、虎曾路等城市进入口和主要路
段设置检查岗点，坚持24小时值守，对所
有过境车辆逐一盘查，严防乱倒、乱弃现
象；对违规在建工地、运渣车辆一律从重处
罚，对被查实两次以上违规运渣车辆坚决
吊销出渣证。仅今年3月，该区就出动执
法人员3400余人次，处罚扬尘案件5起。

“环境整治涉及到城市管理的各个方
面，仅靠某一个部门很难完成预期目标，因
此需要与各个部门加强协作形成合力。”沙
坪坝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该局加强
与区建委、区城投公司合作，加紧了对工地
及周边环境的整治；与区国土房管局合作，
敦促区内各物管公司进一步完善小区内环
境设施与保洁；与区教委联手，通过开展

“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市容环境整治活动
深入到每一个家庭……

沙坪坝区把市容环境整治工作从“面子”做到“里子”

换个思维 市容更洁净
本报记者 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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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12”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为充分展现我市“白衣
天使”的风采，增进社会各界对护理工作的理解，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推广优秀护理经验，我市针对护士举办的第三届大型评选表
彰活动已于近日正式启动，奖项包括“2018重庆最美护士”“2018
护理技能之星”及“2018重庆十佳优秀护理集体”。

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由重庆市护理学会、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重报健康承办。活动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24日，在此期间，我
市各级医疗机构中，从事一线临床护理工作、护理管理工作的在
岗注册护士（包括人事代理和合同制护士）均可报名参评“2018重
庆最美护士”“2018护理技能之星”，年龄、级别、工作年限均不设
限，要求无差错事故和护理并发症发生；市内经卫生行政部门审
批许可并登记注册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民
营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医疗机构，均可报名参评“2018重庆十佳
优秀护理集体”。

最终，各奖项将通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及技能测试综合评
选得出，包括“2018重庆最美护士”1名，奖金5000元并颁发证
书；“2018护理技能之星”15名，奖金各2000元/人并颁发证书；

“2018重庆十佳优秀护理集体”10个，奖金各3000元/集体并授
牌。同时，活动还将设置多个单项奖。 （李寒露）

谁是你心中的“最美天使”
第三届“重庆最美护士”评选活动启动

近日，在中央文明委公布的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中，重
庆9所学校上榜，忠县中学是唯一一所不在主城区的学校。这所
学校有何独特魅力？日前，重庆日报记者走进忠县中学，实地感
受了这所校园的文明之风。

传承校史文化
一景一物“以文化人”

“学生的文明素养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会在一朝一夕形成，
教师的一言一行，校园的一砖一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忠县中学校长周九评说。

据了解，作为重庆市首批市级重点中学，忠县中学创建于
1939年，创办人取岳飞“精忠报国”之志将校名定位“精忠中学”。
在近80年的办学历程中，该校从“精忠中学”到“忠县二中”再到

“忠县中学”，沉淀出独特的“精忠”文化，淬炼出“勤、博、忠、勇”的
校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忠树人”的办学理念之中，
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引导全校师生树立共同的精神追求和
价值取向。

校园内，巍然耸立的“精忠中学抗战学生纪念碑”，提醒广大
师生将“精忠报国”思想代代传承；绵延几百米的“百届师生纪念
墙”表现忠县中学师生继承“勤、博、忠、勇”校训，继往开来的决
心；“精忠记”长廊里悬挂的31位“忠州名人”和106位“中外名人”
画像，鞭策师生奋发有为。

此外，校园里古色古香的回廊亭台、哗哗流泻的叠池喷泉、曲
径通幽的林荫小道……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景一物
似乎都蕴含着深远的寓意，彰显出“以文化人”的功效。

发扬“精忠”文化
师生志愿者3000余人

不仅用环境育人，忠县中学还将“精忠”文化与学生德育教育
结合起来，以志愿者精神深化学校“精忠”文化。

据了解，忠县中学从2012年至今，共发展线上注册志愿者
3000余人，志愿服务内容涵盖留守儿童、环保、敬老、帮贫助困、普
法等，涌现了全国“最美中学生”潘虹宇及忠县“优秀志愿者”王书
琦、刘妍等。

体验式课堂
打造重庆唯一中小学消防科普基地

不仅如此，忠县中学还围绕“精忠”文化，着力打造成长、生
命、责任三大体验式特色课堂，积极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做“精忠”文化的坚守人。

该校有重庆市唯一一所中小学校现代消防科普教育基地。
该基地以消防、地震、交通安全等三大主题为主线设置了五大展
厅，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让学生在情景体验中掌握防火、抗震、
预防交通事故等知识。

学生每年会列出自己的一张“七个一”清单，内容包括：拟定
一份成长规划；确定一个人生信条；申请一项个人奖项；叙写一段
感动故事；选读一本经典名著；参加一项科技创新项目（或社会实
践）；持续一项体育运动。

“通过校园文化浸润、德育教育渗透、特色课堂引领，让学生
们成为了文明的践行者、传播者。”周九评说。

忠县中学
“精忠”文化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实习生 蒲婷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相关数据
分析预计，从今年4月起，我市将诞生
大量“狗宝宝”，儿科医生短缺问题突
出。为此，我市将加快培养儿科医学
人才，并要求公立医疗机构设置儿科
门诊。

我市儿科医生缺口大

“其实目前还处于淡季，相对来
说，挂号不太难。”熊菀说，今年1月，那
才是真的一号难求，究其原因还是儿
科医生缺口大。

据2016年《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
皮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儿科医生缺
口多达86042名，直逼十万大关。

重庆也不乐观。来自市卫计委的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重庆共有儿
科医师3254名。按照国家配备标准计
算，我市儿科医生缺口达1000多人。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全

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对儿科医生的需
求也在增加。以重庆为例，2017年，重
庆出生人口34.3万人，其中二孩14.85
万人，占总出生人数的43.3%。

据市卫计委首次发布的2017年
度健康就诊报告预测，从今年4月起，
我市将诞生大量“狗宝宝”。随着儿童
数量增加，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或许
会更加突出。

多措并举 提高儿科诊疗能力

“关键还是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
服务能力。”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我市加大
了对基层儿科医生的培训指导。去年
12月29日，重庆市儿科发展联盟在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成立，成员单位共有
61家，覆盖全市所有区县。这是继西
部儿科发展联盟之后，由重医附属儿
童医院牵头成立的又一个专科医联

体。
联盟的作用就是通过对基层医院

进行技术支持，培养儿科人才，普遍提
高重庆儿科诊疗能力，让儿科医疗资
源真正活起来。

“此外，我市还出台了相关政策，
以改善儿科医生现状。”该负责人说，
按照重庆市政府《关于促进儿童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到
2020年，全市每个区县至少有1所区
县级公立医院设置儿科病房，至少有3
所公立医疗机构设置儿科门诊；每个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
有1名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全科
医生；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提供儿
童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乡村医生。到
2020年，累计培养儿科医学高等人才
500名、转岗培训儿科医师400人、招
收培训儿科专业住院医师400名，让
患儿看病不再难。

如何让患儿看病不再难

目前我市儿科医生缺口达1000多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家
有萌娃的家长要注意了！从4月9
日起，重医儿童医院渝中本部及礼
嘉分院将试运行实名制现场挂号，
而网上预约挂号流程不变。

实名制挂号好处多

其实早在10年前，重医儿童医
院就已经实行实名制了。“不过那时
家长只需要报个名字、年龄和电话就
可以了，并一直沿用至今。”重医儿童
医院门诊部主任熊菀说，这次试运行
的实名制则要绑定身份证号码。

为啥要这么做？
熊菀说，不少孩子都存在一人

多卡的情形，比如爸爸妈妈手里一
张卡，爷爷奶奶也办得有卡，但卡与
卡之间是孤立的，孩子复诊时就看
不到另一张卡上的就诊信息，对病
情诊断可能不准确。通过身份证这
一关键信息，就能把同一名孩子的卡
片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病历信息。

此外，此举也是为了打击号贩
子，让广大家长能真正挂到号。

普内科最热

很多家长都知道儿童医院挂号

有点难，那家长最爱去挂哪个科室？
答案是普内科。

“现在的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
稍微有点感冒咳嗽就往大医院跑。”
熊菀说，普内科是家长们最爱去的
科室，而且普内科全天不停诊，每天
14名左右医生坐诊，门诊量也是最
大的。

目前，到医院现场挂普内科的
家长可在早上11点、下午4点半
前到医院挂号，4点半以后可等到
5 点半挂夜间门诊。微信、支付
宝、电话等也可预约挂普内科的
号。

专科挂号有点难

相对普内科来说，呼吸内科、
眼科、皮肤科等专科挂号就要难些
了。

“比如呼吸内科，看的大多是哮
喘患者，得长期复诊。”熊菀分析说，
呼吸内科的患者就像滚雪球一般，
只增不减，这也导致了挂号难的问
题。

为此，熊菀建议广大家长最好
预约挂号，通常来说，两路口本院需
要提前5天预约挂号，而礼嘉分院
则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重医儿童医院今起试行实名制现场挂号
请注意！实名的关键在于绑定身份证

文 明 校 园 巡 礼

3月29日，重庆忠县中学校园，学生在为纪念28名血洒疆场
抗战学友修建的“精忠碑”前学习讨论。 记者 卢越 摄

初次到重医儿童医院就诊的
市民请注意

1.需携带社保卡或孩子身份证原件（用于
注册医院就诊卡信息）。

2.无社保卡或身份证的孩子，请务必携带
父母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用于临时注册医院
就诊卡信息，获得孩子身份证号码后，应及时
在网上或现场更新注册信息）。

再次就诊（未绑定身份证信
息的孩子）

1.需携带孩子社保卡或身份证和既往就诊
卡（便于关联以前的就诊信息）。

2.无社保卡或身份证的孩子，请务必携带
父母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用于临时注册医院
就诊卡信息，获得孩子身份证号码后，应及时
在网上或现场更新注册信息）。

再次就诊（已绑定身份证信
息的孩子）

仅需携带医保卡或既往就诊卡，不需要携
带身份证。

小 帖 士

重医儿童医院，市民正在排队挂号。 记者 谢智强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