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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5月12日，殷立士迎来了从业后的第四个国
际护士节。

他熟练地用针管抽出针药，注入输液袋，再将输液
袋一一放在操作台上……此时是早上7时50分，殷立士
没有休息，依旧像往常一样忙碌。

32岁的殷立士是市医院肝病科的一名男护士。同
他一样，昨天，照常有很多护士坚守在岗位上，为患者提
供护理服务。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白衣天使吧。

镜头一：他弯下腰，帮助重症患者平
稳“位移”

“别急，你抱住我的肩，抱稳了！”上午9点过，殷立士
在一张病床前弯下腰，一手搭在男性患者背上，一手搭在
他的腿部，双手略一发力，稳稳地将该患者从床尾挪到了
床头。由于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患者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一名肿瘤患者，癌细胞的转移让他双下肢无法
活动，因此，在一头较高的调节床上躺一段时间后身体
会往床尾滑。虽然他被病痛折磨得体重只剩100斤，但
其妻还是没办法将他抱起来平移回去。

细心的殷立士注意到这一点，经常主动出手帮忙。
事实上，类似的力气活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少。“我们经常
要给病情较重的病人翻身，女护士可能得两个人合力才
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体力优势加上心细如发，让殷
立士成为科室里的“香饽饽”。

镜头二：为烧伤患者清洗，她保持同
一姿势工作6个小时

合川区人民医院。“快！这名患者被严重烧伤！”在
医生结束对一名患者的紧急抢救之后，汪杨立即接手了
后续的护理工作。

该患者从高处坠落伤，全身2/3被水泥烧伤，被送入
重症监护室。汪杨正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

为防止患者耳朵、眼睛及鼻子被进一步烧伤，她用

生理盐水一点一点地给他清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为了彻底清洗，汪杨保持同一个姿势持续工作了6个
小时，以致全身肌肉僵硬、手足发麻。

下午5点多，患者睁开眼睛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终
于看见你了。我本以为眼睛会瞎，谢谢你救了我！”

镜头三：患儿来了！她放下饭盒跑进
病房

“快，又来一名患儿！”中午12时40分，才端起饭盒
扒了两口饭的护士王敏听到这话，立马放下饭盒，一溜

烟跑进病房。房间内，整齐地放着若干个保温箱，里面
躺着一个个小宝宝。

这里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仅上午4
个小时，因为工作时四处奔走，王敏的步数就已经超过
了1.5万步。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禁止家长进入，所以王敏她们还要
为宝宝们擦澡、翻身、拍背，防止炎症和肺部感染等，甚至
连宝宝们吃多少毫升奶、排多少克大小便，都要随时记录。

“忙是常态。”到下午6点多下班时，王敏已是疲惫不
堪。但王敏依然开心，因为得益于医生的治疗和她的精
心护理，又一位患儿当天康复出院了。

护士节聚焦：白衣天使们忙并快乐着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5月 12日，副市长、全市副总河
长陆克华前往永川、荣昌和大
足，现场督办临江河、濑溪河流
域污染综合整治和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并巡查了
临江河和濑溪河流域。

陆克华先后来到永川区临
江河支流红旗河大蓉和段、老城
区三河汇流处、城区污水处理
厂、孙家口水库，荣昌区高升桥
水库、濑溪河支流池水河荣昌区
昌州街道段，大足区玉滩水库、
龙岗污水处理厂，详细听取了三

个区相关部门对流域污染综合
整治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工作的汇报。

陆克华强调，要强化流域污
染综合治理，以改善流域水环境
质量为核心，建立流域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
要用自然的、生态的办法进行流
域污染整治，恢复包括陆地河岸
生态系统、水生态系统、相关湿地
等在内的河流生态系统；要切实
压实“河长制”的相关责任，要层
层落实，真正通过“河长制”实现

“河长治”。

陆克华现场督办临江河、濑溪河流域污染治理时指出

要用自然的生态的办法进行整治

拥有丰富森林资源的渝东南和守着一江碧水的三
峡库区，该如何守好山，护好水，让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美景永存？近段时间来，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各区县政协
开展密集调研，并在近日召开的片区政协会议上进行了
座谈交流。

加大力度治理库区消落区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坝前水位在汛期145米至非
汛期175米之间变化，水库周边形成夏季出露、冬季淹没
反季节水位落差30米的消落区。来自万州、开州、云阳
等地的政协负责人纷纷呼吁，要加大对库区消落区的治
理力度。

万州区政协主席罗能平表示，应强化消落区保护利
用，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适度、合理、规范、高效利用消
落带的水、土、生物、岸线、景观等资源。

三峡水库消落区面积约302平方公里，岸线长5711
公里。其中重庆段岸线长4811.7公里，面积268.5平方
公里，涉及我市15个区县（自治县）和主城7个区。而三
峡库区消落区面积和水位涨落幅度均居世界之首，其治
理堪称世界级难题。

开州区政协主席敖天才认为，大面积消落区的存
在，长江沿线弃土废渣乱堆乱倒、城乡规划区乱搭乱建、
农民在消落区里乱耕乱种、个别人侵占防洪库容乱挖乱
填等“八乱”现象在不同程度上的存在，对三峡水库库岸
保护和长江水质造成影响。同时，消落区对库岸形成涨
水时托举、浸泡、渗透，退水时牵引、失稳，也容易造成库
岸地质灾害。

对此，与会的各区县政协负责人纷纷建议，切实保

护长江水岸带水生态环境，要加强沿江以三峡库区为重
点的沿江水岸带综合整治，对消落区进行保护、修复和
整治，因地制宜实施好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
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
等工程。

补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理“短板”

市水利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入河排污口共有1027
个，规模以上的有615个、企业工厂排污口有303个、混
合废污水排污口有216个，这些河流流域内仍不同程度
存在乡镇污水排放、面源污染等问题，污水最终汇入长
江，形成污染隐患。

在涪陵区政协主席徐志红看来，污水排放形成的污
染隐患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理存在的“短板”密不可
分。

徐志红认为，目前我市城镇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仍有“欠账”。城区、乡镇污水管网未能做到全覆盖，
尚有部分生活污水未得到有效收集处理，雨污分流不完
善、不彻底。不少园区污水处理进水量已接近或达到设
计处理能力。

同时，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理机制也不健全。例如
乡镇污水管网运行维护管理机制不健全，乡镇污水处理
厂运营费用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和受益群众出资构成，
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存在运营费用不到位的情况，导致
个别污水处理厂运营艰难。部分乡镇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效果不好，一、二、三级管网还需要升级改造。污水处
理设施运行人员缺乏专业技能，管理不到位。

武隆区政协主席潘晓成深有同感，他坦言，目前乡
镇基本上都建有污水处理厂，一级管网基本建成。但受
区县财力制约，地方配套经费不够，致使设备落后、容量
偏小。农村污水二、三级管网建设更是缓慢，农村生产
生活污水统一处理率不足30％。

与会各区县政协负责人建议，守护好一江碧水，让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应补齐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管
理的“短板”，加强重大环保设施建设运行和管理。应
进一步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大力推进镇级污
水处理厂建设，完善污水处理收集管网，提高污水收集
处理能力。

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没有绿水青山，就没有金山银山！”潘晓成说。近
些年，武隆以建设武隆国家公园为着力点，以全域旅游
为突破口，重点打造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第一品
牌，集中打造3－5个精品示范点，带动乡村旅游全面繁
荣，让武隆全域成景区、处处是美景，更获得联合国颁发
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范例奖”。

如何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是与会人员最为关注的话题。

石柱自治县政协主席孙开武认为，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就是坚持绿色生态发展之路，以自然资源引
领“货币财富”，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他同
时表示，目前石柱除了大风堡自然保护区通过旅游实现
了生态产品部分增值外，其余生态林增值效应并不明
显，这与互联互通交通体系尚未完善有关，也与相关产
业人才匮乏有关。

该如何利用好生态资源，加快发展绿色产业，真正
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与会人士建议，大力推动
生态产业化。即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同时探索集体

“山水林田湖”资源权制度改革，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价格
形成机制，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尤其要积极发展乡旅农
业，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按照“农文旅结合、一二三
产融合、政企农科金联动、产镇景一体”要求，大力发展
以“山脉、水脉、文脉”为主线的乡旅经济，实现“城里人
的山水田园梦、乡里人的现代乡村梦”。

三峡库区及渝东南各区县政协纷纷开展深入调研——

守护山水 标本兼治打造美丽之地
本报记者 戴娟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5
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渔
业渔政工作会上获悉，今年，我市
水产养殖将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
之路，持续推进池塘渔业生态化
发展。

去年，我市池塘养殖面积共
90.2万亩，产量45.9万吨，分别
占全市养殖面积、产量的58.8％
和89.0％。

一年来，我市大力推动池塘
渔业生态化发展，推广“一改五
化”生态集成技术25万亩，建设
循环流水槽400余条、面积5.2万
平方米，开展太阳能底质改良机、
涌浪机新型渔业机械试验示范
5500亩，底排污生态化改造池塘
1.5万亩。大力开展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狠抓部级健康养殖示范
场创建，新申报40家，成功创建
28家，合格率70％；复审22家，
合格19家，合格率86.4％。

2018年，我市将重点从三个
方面持续推进池塘渔业生态化发
展。

首先，将对成片50亩以上老
旧专用池塘基地实施“一改五化”
技术标准改造，建设循环微流水
设施，建设底排污生态化设施，预
计实施池塘生态化改造5000亩。

其次，示范推广池塘“一改五
化”技术3万亩，该技术能亩增效
益 500 元，节水率达到 50％以
上，使养殖废水达标排放，争取以
示范带动池塘养殖面积25万亩以
上；开展池塘内循环微流水养殖示
范500亩，可亩增效益1500元以
上，初步实现废水零排放，争取以
此带动池塘养殖面积4500亩；开
展陆基集装箱受控式循环流水养
殖技术试验示范。

三是力争新创部级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场20个以上，积极开展
部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县的创建。

今年我市持续推进池塘渔业生态化发展
推广“一改五化”技术，力争新创部级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20个以上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
10日下午，市公安局举行“首届
重庆公安十佳青年”颁奖仪式，蓝
燕、段礼初等10位青年民警，获
得“首届重庆公安十佳青年”荣誉
称号。

九龙坡公安分局西彭派出所
马鞍村社区民警蓝燕，参加公安
工作17年。她常年骑着自行车
走村入户，被群众亲切称为“车车
妹儿”。几年来，蓝燕先后骑坏自
行车4辆，走村入户累计行程近2
万公里。她分管的社区连续三年
实现刑事、治安案件零发案。

渝中区公安分局大阳沟派
出所社区民警马永鹏，当社区民
警5年来，助辖区失足青年找工
作重回正途，解辖区困难群众生
活燃眉之急，为辖区孤老送医送
药……与辖区群众结下了深厚

感情。
市公安局禁毒总队一支队

民警段礼初，从警十余载，先后
参与侦破重特大毒品案件 36
起，抓获嫌疑人200余名，缴获
毒品 400 余公斤，立下显赫战
功，被誉为缉毒侦查一线的“刀
尖舞者”。

被评为“首届重庆公安十佳
青年”的，还有窗口服务标兵出入
境民警邹鑫、利用智能防控服务
辖区群众的巴南民警范鑫黎、助
万家团圆的渝北民警陈飞、破案
能手北碚民警许传军、公安信息
化专家柴斌、出入火场5000余次
的较场口消防中队战士杜东、市
公安局八处三支队民警陈幽男等
7名青年民警。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恢
林出席颁奖仪式。

“车车妹儿”蓝燕、“刀尖舞者”段礼初等
获评“首届重庆公安十佳青年”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
月11日，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
速公路第一支队四大队发布消
息：因渝武高速北碚隧道洞口交
安设施提升专项工程施工，5月
11日至6月30日夜间，北碚隧道
交通管制。

具体管制时段如下：
5月11日至5月30日每日

22∶30至次日06∶00，渝武高速
北碚隧道上行方向（出城）封闭，
禁止车辆通行，进城方向正常通
行。在蔡家立交下道口设置交通
分流，封闭蔡家互通往北碚方向
主干线及上道匝道入口，出城车
辆经蔡家互通改道。

上行方向（出城）改道路线：
蔡家互通—G212国道—G5001

施家梁收费站—G5001绕城高
速—渝武高速。

5月31日至6月30日每日
22∶30至次日06∶00，渝武高速
北碚隧道下行方向（进城）封闭，
禁止车辆通行，出城方向正常通
行，在北碚互通下道口设置交通
分流，封闭北碚互通往主城方向
主干线及上道匝道入口，进城车
辆经北碚互通改道。

下行方向（进城）改道线路：
北碚互通（或缙云山互通）—国道
212线—三溪口或蔡家—渝武高
速。

同时，北碚城区经北碚城南往
渝武高速入口封闭，进入渝武高速
的车辆绕行北碚城区—国道212
线—三溪口或蔡家—渝武高速。

5月11日至6月30日夜间施工

北碚隧道实施交通管制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5
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
获悉，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农
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招生
培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2018年中央财政将支持国
内高等医学院校为中西部乡镇卫
生院免费培养订单式定向五年制
本科医学生共计6483人，其中在
重庆共计招生150人。

据悉，按照教育部公布的
《通知》，2018年重庆市的免费
医学生定向招生计划分布在万

州、黔江、涪陵、石柱、秀山等27
个区（县），共招生150名，包括
临床医学和中医学 2 个方向。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免学费、住宿
费等，毕业后需回定向培养的乡
镇工作。

市教委提醒，报考免费医学
生定向招生计划的考生均须参加
当年全国统一高考，该计划实行
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
只招收农村生源，在本科提前批
次录取。生源不足时，未完成的
计划可通过征集志愿方式录取，
直至完成计划。

2018年国家将在重庆招收
150名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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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杨在重症监护室里。 记者 李珩 摄

（上接1版）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洪崖洞原名洪崖门，是

古重庆城门之一，拥有2300年的历史。明代洪崖洞地僻人
稀，一派田园风光，城内数条小溪交汇于此。沿崖而下，仿
佛呈现出“浓翠滴空濛”的佳景，此地亦有苏轼、任仲仪、黄
庭坚题刻数篇。

如今，游客们站在长滨路上，可以望见岩壁上方有水瀑
流下，壁上刻有“洪崖滴翠”四个鲜红的大字，这就是古“巴
渝十二景”之一的“洪崖滴翠”。

在古代，崖上流水倾泻如帘，状若飞瀑，形成了“洪崖滴
翠”一景，在明代就被列为“渝城八景”之一。

已故文史专家彭伯通著的《古城重庆》一书记录，清乾
隆十六年至二十五年间，巴县知县王尔鉴在主持纂修《巴县
志》的过程中，将原有的“渝城八景”进行了增减和调整，厘
定了“巴渝十二景”，其中，“洪崖滴翠”位列第二。此举也令

“洪崖滴翠”声名远播。
在王尔鉴的眼中，“洪崖滴翠”这处景点“夏秋如瀑布，

冬春溜滴，汇入小池入江。石苔叠翠，池水翻澜，夕阳返照，
五色陆离，莫可名状”，非常美丽。

遗憾的是，随着上半城日渐繁华，生活污水也从崖上流
下，“洪崖滴翠”的美景渐渐消失。

2002年，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得洪
崖洞片区的开发权。

该公司总裁何永智表示，重庆元素是在开发建设的过
程中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我想建吊脚楼，但是，因为重庆的
气候以及未来防火的需求，却不能使用吊脚楼重要的建筑

材料——木头。可是，离开了木头的吊脚楼，还叫吊脚楼
吗？”

后来，何永智到了山西乔家大院，看到了石头做的花鸟
鱼虫，这给她带来了灵感：为什么不能用石头做出一根根

“木材”，用它们来建起吊脚楼呢？这一想法得到了设计团
队的认可。

2006年9月29日，洪崖洞民俗风貌区落成开业，吊脚
群楼、“洪崖滴翠”一一再现。

5月9日，从西安来渝旅游的袁可言花了小半天时间慢
慢逛了洪崖洞。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自己专门避开旅游
高峰来到洪崖洞，来之前做足了“功课”，“了解了这里的历
史文化，再看它的现在，会觉得它既有历史的韵味，又有现
代的光彩。懂得，才会更爱它。”

据悉，为了缓解洪崖洞的人流压力，洪崖洞民俗风貌区
准备打通洪崖洞负一楼到来福士广场的通道，形成1.8公里
的一廊两街格局，缓解超限客流带来的种种隐忧。根据这
一新构想，洪崖洞的衍生部分同样具有美食、美景和文化基
因。比如1200个历史人物陶艺、可以坐108人的大火锅
等，让洪崖洞的品牌价值再次提升。

湖广会馆 凝聚了巴渝先民对文化的敬畏

随着“网红重庆”知名度的不断扩大，位于渝中区东水
门长江边的湖广会馆也成为外地游客来渝的“打卡地”。

湖广会馆建筑群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乾隆、道光、光绪
年间又不断进行了扩建、新建和改建，目前看到的会馆群是

清道光和光绪年间重建的。
据了解，湖广会馆是目前已知的全国城市中心区最

大的古会馆建筑群。“它是清代重庆作为繁华商埠的历史
见证，也是清代前期到民国初年重庆的移民文化、商业文
化和建筑文化的重要标志。”湖广会馆相关负责人杨路介
绍。

会馆建筑群中有一个重庆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它
生动再现了人类移民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移民浪潮——湖
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置身于此，犹如回到300多年前那段波
澜壮阔的移民运动中。

杨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有必要知道我们从哪
里来？这座城市曾经历了什么？湖广会馆凝聚了巴渝先民
对文化的敬畏和骄傲，是华夏文明在巴渝大地传承的重要
载体。”

杨路介绍，一直以来，会馆以“塑造城市精神文化生活
殿堂”为目标，弘扬传统文化，每年结合节假日举办春节“禹
王庙会”、清明“禹王祭祀”、五一“听江民谣歌会”、国庆“移
民文化节”等活动。

今年五一假期，重庆文保志愿者“冰锅”就到湖广会馆
欣赏了“听江民谣歌会”。他说：“听着年轻人在百年的老戏
台上演唱着纯正的重庆民谣，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这仿佛
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聚会。”

杨路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接下来，他们将针对青少年开
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在今年暑假推出针对小学生的“研学
课堂”，让孩子们来这里了解城市的历史，学习中华礼仪，体
验漆器、夏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

今年7月，会馆还将针对高考考生继续开展“金榜题名
季”活动，让即将外出求学的学子、外地来渝求学的学子都
来这里感受重庆的文化，让古老的会馆在城市精神文化生
活中持续发挥作用，释放魅力。

这些网红景点的文化值得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