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儿童保健是“婆婆妈妈”的科
学，郑惠连并不否认：“儿童保健涉及喂
养、营养摄入、性格培养等方方面面，内
容很广泛。如果一个孩子的基础打好
了，这是让孩子一辈子受益的事，我觉得
很值得！”

如今，93岁的郑惠连仍然坚持每周
坐门诊，病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郑婆
婆”。5月6日，在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郑
惠连向重庆日报记者讲述了她从事儿科
医学60多年的经历，“我希望把这些儿
保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人”。

从医 立志为病人解除病痛

“你好，我是郑惠连。”一头短发利索
地别在耳后，脸上化着淡妆，看上去丝毫
不像90多岁的老人。郑惠连说话语气
有点慢，还夹带着一点吴侬软语的味道，

“我其实是上海人，一晃眼，来重庆就这
么多年了。”

“小时候我曾梦想当一名艺术家。”
郑惠连回忆说，由于家境优越，自己性格
也比较外向，曾想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职
业，可是却遭到父母的反对。

“那就学医吧。”虽然从小不愁吃穿，
但郑惠连却目睹过一些因为看不起病而
备受折磨的人，她便立下了从医的愿望，
希望为病人解除病痛。

1944年，郑惠连考入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从此与医学结缘。在医学院读
书时，她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整理笔记，
课本翻来覆去背了好几遍，如同海绵一
样吸收着浩瀚的医学知识。

1950年毕业时，郑惠连被分配到上
海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工作，顺利成为
一名儿科医生。

赴渝 支援建设儿科医院

1956年6月1日，位于两路口的重
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附属儿科
医院开诊了，人们涌向门诊大厅，好不热
闹——这是重庆首家儿童医院。

在门诊大厅一角，郑惠连默默地观
察着开诊首日的情形。

在上海工作的郑惠连为何会来到重
庆？

“祖国号召广大青年支援西南，你愿
意去重庆支援建设儿科医院吗？”1955
年底，医院领导将时任主治医师的郑惠
连叫到办公室，严肃而认真地问到。

“服从组织安排！”29岁的郑惠连没
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下转2版）

93岁的郑惠连仍然坚持每周坐诊，希望把儿保经验传授给更多人

“这是让孩子一辈子受益的事，我觉得很值得”
本报记者 李珩

两江短评

让“科技向善”成为共识
□张燕

日前，在一场AI全球峰会上，“科技向善”成为热议话题。一些互
联网科技公司在经历荒蛮发展后，正在重塑价值观，注重寻求商业利益
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这是一个技术井喷的年代，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一个产业，能够
离开科技的支撑。技术本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使用科技的人。处
在科技革命的巨潮中，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现实中不乏此类案
例：从大数据“杀熟”到利益至上的竞价排名，再到打车软件用户保护
的疏漏……这些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势必消解科技所带来的正向价值。

罗曼·罗兰说，善良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行为。技术的前景
不可限量，技术的边界却要慎重考量。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
互联网科技企业正在把“向善”的理念转化为行动。跨年龄人脸识
别技术助力“打拐”、电商科技扶贫战略、未成年人守护计划、倡导环
保的青山计划……只有“科技向善”成为共识，技术被纳入法律和伦理
所构建的社会体系，人类社会才能朝着更加先进文明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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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 5 月 7 日电 （记
者 沈虹冰 梁娟 陈晨）陕西省政
府5月7日宣布，延安市延川、宜川两
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
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
别绝对贫困，226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
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延安告别绝对贫困是值得载入
史册的大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执行院长谭虎娃说，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带领人民的接续奋斗，在延安
开花结果。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
横、生态脆弱，历史上极端贫困。84年
前，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了一系列
伟大探索，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
地。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春风，
给延安带来巨大的变化。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延安脱贫致富、加快发展关怀备
至。近4年来，中央和各级财政累计向
延安投入扶贫资金达62.5亿元，有力
推助了当地告别绝对贫困的步伐。

在党中央关心和全国人民支持

下，延安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奋力拼
搏，打响脱贫攻坚战。因地制宜、因村
因户因人施策，选派 1784名第一书
记、1546个驻村工作队、3.74万名干部
进村入户开展帮扶，加快培育各具特
色的扶贫产业……一系列扎实有力的
举措，让宝塔山下再换新颜。

如今的延安，贫困人口“两不愁三
保障”基本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全面改
善，脱贫基础日渐坚实老区人民正为
开创全面小康的美好生活而接力奋
斗。

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
226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康新生活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5月6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前往北碚区调研环西南
大学创新生态圈，宣讲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
庆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刻领会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咬住目标、持续发
力，加大创新支持力度，优化创新生态环境，
使创新成为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是我市首批启
动的6个环大学创新生态圈之一，是北碚区
围绕西南大学打造的科技资源和高端人才集
聚地。唐良智来到这里，认真听取环西南大
学创新生态圈总体情况汇报。得知目前6项
重点工程进展顺利，已成功引进人工智能、健
康医疗、生物医药等领域的58个项目，唐良
智表示肯定。他强调，要聚焦科技创新前沿，
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把环大学创新生态圈
建设成为布局科学、特色鲜明、整体协同的创
新创业创造空间体系。

北碚国家大学科技园是环西南大学创新
生态圈的重要平台，正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科
技成果转化，已孵化培育企业1000余家。唐
良智走进园区，详细了解科技园构建全链条
孵化体系、提供创业服务等情况。他说，科技
园要紧紧依托大学和地方政府力量，优化公
共服务，大力引入创投资本，助力孵化更多科
技企业和培养大批复合型创新创业创造人
才。园内企业重庆浦洛通生物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由归国高层次人才团队创立，主要从事
基因检测和诊断。唐良智仔细询问公司发展
历程、技术研发和应用转化情况，勉励企业立
足技术服务与产品创新，努力推动基因医学
领域技术进步。

西南大学（重庆）产业技术研究院位于环
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的重点区域天生创新创
业街，正在举行成果对接会，来自上海交通大
学、四川大学、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等知名高校
院所的创新团队，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等领域20项最新科技成果进行路
演。唐良智走进会场，与现场的大学生、青年
创业者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不
时插话深入交流。

唐良智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渝视察指导，要求我们更加注重从全
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
挥示范作用。这是重庆发展的重大机遇，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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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河长、河长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所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根据全市河长制工作部署，决定自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专项
整治行动，基本杜绝污水偷排、直排、乱
排行为。

一、全面排查。全市各级河长和
有关单位要组织力量对工业企业、城
市及街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畜禽养

殖场、医疗机构、餐饮行业、洗车场、建
筑工地、船舶和“小散乱”企业等领域、
场所逐级排查，摸清污水收集、处理及
达标现状，深入查找污水偷排、直排、
乱排问题源头，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
台账。

二、集中整治。全市各级河长和有
关单位要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实施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加大联合执
法力度，深入开展整治污水偷排偷放行
为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偷排、直排、
乱排行为。要充分发挥举报热线和网
络平台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监

督。要全面实施“一河一策”，加快补齐
污水管网建设短板，推进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新、改、扩建工作，严管入河排污
口，到2020年，城市、乡镇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率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
处理排放的污染物达到相应排放标准。

三、巩固提升。全市各级河长和有
关单位要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实化工作
职责，加快形成污水偷排、直排、乱排整
治工作长效机制。要运用智能化、大数
据等手段，建立问题排查、处置、销号全
过程管理制度。要加强河长巡河履职，
加大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统筹协调

力度，确保发现一处、整治一处、销号一
处。

全市各级河长和有关单位要加
强专项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统筹研
究部署，加强督导检查，着力解决整
治行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化追责
问责，确保专项整治行动有序推进，
取得实效，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
有力支撑。

此令。
重庆市总河长：陈敏尔 唐良智

2019年4月20日

重庆市总河长令(第1号)

关于在全市开展污水偷排、直排、乱排
专项整治行动的决定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5月初，江北
区石马河片区灯盏窝地区的居民姜女士把
小区旁盛开的花海照片发到朋友圈，引来
不少点赞。“这片格桑花海原是荒坡，垃圾
遍地。在城市管理人员的打理下，成了居
民们最喜欢的地方。”姜女士笑着说。

灯盏窝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5月
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城市提升春季行动园
林绿化整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3
月城市提升春季行动启动以来，截至目前，
主城区共实施绿化753.2万平方米，城市景
观得到提升。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春季行动开
展以来，主城区重点实施了物流园学堂堡
立交至创新中心沿线、渝航大道、内环石马
河片区、大佛寺大桥至慈母山隧道沿线等
77个园林绿化重点项目，共整治坡地73
块，栽植乔木9.2万株，藤本植物17.8万株，
绿化草坪、地被184.8万平方米，绿植补栽
51.5万平方米。

主城各区城管局、市级相关平台公司
还对所属的242个城市公园进行了全面整
治，打造园林景观小品、摆放时令鲜花、整
治草坪地被、清理死树枯枝和恶性藤蔓等；
对1199条市街（道路）等城市绿地和97公
里射线高速绿化防护带进行集中整治。

市城市管理局还结合“马路办公”，每
天分组分片区分路线带队巡查，督促指导
各区、相关市级集团（公司）开展春季行动，
共交办园林绿化问题236个，绿化顽疾得
到有效整治。

城市提升春季行动开展近两月

主城新增绿化753万平方米
全面整治城市公园 24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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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良智在市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构建创新平台 培育创新主体
努力营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环境

3版刊登“重报圆桌会”

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
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5月7日，江北区石马河片区灯盏窝地区，曾经的荒坡变身为一片格桑花海。 记者 张锦辉 摄

人物名片
郑惠连，女，1926 年 6 月出

生，教授，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原
儿保科主任。曾荣获全国儿童
保健终身成就奖、全国优秀儿保
工作者。牵头出版原卫生部（现
国家卫健委）全国高等学校规划
教材《儿童保健学》第一版，是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创始人之一。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