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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今冬最强
寒潮即将抵达。12月28日，据市气象
台预计，今日起重庆大部地区日平均
气温将下降4～7℃，局地降温8℃以
上，最低气温仅-6℃，高山地区有降
雪。

市气象台预计，重庆将开启降温降
雨模式。伴随着降雨，大部分地区最低
气温仅-1℃。30日最冷，城口及东南
部最高温5℃，中心城区最高温也只有
6℃。

重庆中心城区会下雪吗?市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胡春梅说，中心城区由于水
汽条件不够充沛，本轮过程下雪可能性
小，不过离中心城区较近的缙云山29
日白天可能出现雨夹雪。

具体来看，29日白天：大部地区小
雨，局地中雨，海拔800米以上地区有
雨夹雪或小雪，局地中雪。大部分地区
气温2～8℃，城口及东南部-2～8℃；
中心城区小雨，气温5～8℃。

29日夜间到30日白天：中西部及
东南部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
雨，海拔800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
雪，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
气温-1～8℃，城口及东南部-6～
5℃；中心城区间断小雨，气温4～6℃。

30日夜间到31日白天：西部部分
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其余地区阴天到
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1～9℃，城口
及东南部-5～5℃；中心城区间断小雨
转阴天，气温4～7℃。

今起重庆大部地区降温4～7℃
今冬最强寒潮即将抵达，缙云山可能出现雨夹雪

□本报见习记者 刘一叶

农家书屋能给村民带来什么？石
柱自治县中益乡驻乡工作队队员谭华
祥这样回答：不出乡村不跑路，书屋中
有致富路。

在近日举行的重庆市2020新时
代乡村阅读盛典上，他被评为“乡村阅
读榜样”。

今年55岁的谭华祥，是石柱县社

科联主席。2017年9月8日，谭华祥
来到中益乡，成为驻乡工作队队员。

3年来，他积极参与中益乡7个村
的农家书屋建设工作。

每个书屋包含文学、法律、种植、养
殖等方面的书籍，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
放，丰富了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农忙时节，不少村民会走进农家
书屋查阅资料，以提高种植技术。”谭
华祥笑言，现在的农家书屋已成为老

百姓脱贫致富的“智慧屋”。
除此之外，农家书屋还针对青少

年开设了4点半课堂，配备专业的老师
提供作业辅导，让农村儿童在农家书
屋中收获更多知识。

谭华祥不仅积极投身乡村文化建
设，还通过摆龙门阵、说顺口溜、单口
快板等方式，坚持推出“祥哥白话抗

‘新冠’音视频节目”，借助“祥哥白话
抗疫”公众号以及朋友圈等平台传播
出去，让村民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学
到抗疫知识。

他表示，希望社会各界更多地关
注、推动农村书屋建设，让村民有机会
阅读到更多好书。

驻中益乡工作队队员谭华祥：

不出乡村不跑路，书屋中有致富路

重 庆 新 时 代 乡 村 阅 读 盛 典 · 榜 样 故 事

□本报见习记者 刘一叶

在近日举行的重庆市2020新时
代乡村阅读盛典上，29岁的巫山脆李
种植能手彭斌被评为“乡村阅读榜
样”。这位90后小伙子坦言，他是从
阅读中学到种植技术的。

彭斌家种有10亩巫山脆李，因为
脆李种得好，这位土专家曾获得巫山
脆李种植能手、全国优质李评比金奖
获得者等称号。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5年前，他还
是一个脆李种植的“门外汉”。

“一开始，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只
能在网上搜集一些关于脆李种植的资
料。”彭斌说，一天，他发现村里的农家
书屋中陈列着很多关于脆李种植的书
籍，如获至宝，静心钻研。

通过一番苦学，他的专业知识丰
富了，种植水平提高了，成为当地脆李
种植的技术标兵。

“正是在农家书屋的学习，让我坚

定了原生态绿色种植理念。”他介绍，
目前产品远销全国多地。

在农家书屋尝到甜头后，彭斌心
中萌发了新的想法——书屋里有这么
多好书，应该让更多村民一起来学习
书中知识，并运用到实践中去。

之前大家种植的脆李大小不一，卖
相不佳，价格也上不去。考虑到一些村
民识字不多，彭斌于是利用空余时间，在
农家书屋为乡亲们朗读脆李种植的书
籍，提高大家的脆李种植技术水平。种
植技术的改善，让脆李的产量和品质得
到了提升，更多的村民因此增收致富。

“阅读让我尝到了科学种植的甜
头，未来我也将会把更多的书籍读给
乡亲们听。”彭斌笑言。

全国优质李评比金奖获得者彭斌：

引导村民学技术，年轻小伙把书读

彭斌 （受访者供图）

谭华祥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从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加拿大人王凯（Jo-
rah Kai）将他在重庆的居家隔离生
活和重庆人民抗疫故事，用日记的形式
记录下来，并结集成书出版。12月27
日，这本名为《凯哥日记》的新书发布会
举行。

王凯是加拿大人，是一名作家。
2014年他来到重庆后一直在重庆外国
语学校任教，2016年与一名重庆女孩
结婚，成为“重庆女婿”。

“能记录下重庆战‘疫’的进程，很
有意义。”王凯称，他从小就有写日记习
惯，从2020年1月20日到3月19日，
这60篇日记完整地记录了疫情从暴发
到得到有效控制的全过程。

小区门口取快递、有限几次去超市
的过程、网上参加“云火锅节”等，他的
所闻、所见、所思、所虑都被写进了日记
里，其中既有纪实性的作者个体生活体
验，又有重庆乃至中国抗疫的宏大背景
描写。

这些日记被发表在了加拿大有线
新闻台CTV网站和王凯的个人博客
上。数月前，新世界出版社将60篇日
记集结成《凯哥日记》一书，先后推出英
文版和中文版。

“我写日记分享我得到的经验，其
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把这些经验
用起来。”王凯认为，重庆的疫情防控非
常到位，他很骄傲、很荣幸能分享自己
的感悟，希望世界携起手来、共同抗疫。

一个加拿大人眼中的重庆战“疫”
完整记录疫情暴发到有效控制全过程，《凯哥日记》发售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李丰耘）明年春运将于2021年1
月28日开启。12月28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从12月 30日
起，市民可通过网络和电话方式，购买
明年春运第一天（1月 28日）的火车
票。

2021年春运时间为1月28日至3
月8日，共计40天。根据规定，火车票
互联网和电话订票提前30天发售，车
站售票窗口、代售点提前28天发售。

照此计算，从12月30日起，市民
可通过网络和电话方式购买2021年1
月28日的火车票；2021年1月1日起，
则可通过车站窗口和代售点购买1月
28日的火车票。

而从2021年1月13日起，市民可

购买明年春节7天长假的火车票。其
中，1月13日起可购买春节假期第一
天（2月11日大年三十）火车票，1月19
日起可购买长假最后一天（2月17日正
月初六）火车票。

按照目前的预售期来说，线上购票
（含 12306 网站、12306 手机客户端、
95105105电话订票等三种渠道）预售期
为30天，线下购票（含车站窗口、自动
售票机和火车票代售点等三种渠道）为
28天。

铁路部门提醒，为确保出行安全，
旅客乘坐火车期间需全程佩戴口罩。
出行前，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
网站或车站列车开行和停运相关公告，
或致电12306客服电话咨询，获取最新
列车开行资讯。

明日起可购买春运首日火车票
1月13日起可买大年三十火车票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 28
日，一张“冰冻线进程图”刷爆网络，重
庆独独位于进程图之外，重庆为何与众
不同，这意味着什么？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该进程图由中
国天气网制图，数据基于中央气象台
12月 28日 8时预报。与周围地方相
比，“冰冻线进程图”中的重庆“独立于
世”，似乎没受冰冻线影响。

市气象台专家解释说，主要是因为
这次寒潮路径偏东，西部地区受影响较

小，同时受四川盆地（可以想象成一个
盆）地形的“保护”，重庆一带处在盆地边
缘，南下至此的大部分寒潮被挡住了。
成都虽然也在四川盆地，但是相比之下，
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区海拔还低一
些，一般情况下，海拔低温度就高些。

不过，得提醒重庆小伙伴们的是，
“冰冻线”画的是0℃线，重庆没在其
中，不代表不冷，一直到12月31日，重
庆城区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在个位
数，防寒保暖也不要大意。

不在“冰冻线”内，不代表重庆不冷

阅读延伸>>>

外引内培打造高端人才核心品牌价值
近年来，江津区中医院以人才梯队建

设作为医院发展的内驱力，大胆探索，敢
于创新，制定了《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措施，引进、培养了大批高端
中医药技术人才，突出了传统特色，补足
了功能短板，不断提升了医院中医医疗、
教学、研究核心竞争力和中医品牌影响
力，为推动“健康江津”建设及江津区中医
药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龙头效应”作
用。

高端人才领跑医院学科建设

12月 25日上午9时，中国著名中医
针灸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
石学敏“醒脑开窍针刺法”培训会在江津
区召开。培训会上，石学敏院士以“醒脑
开窍针刺法治疗脑血管病的临床研究”为
题向每一位学员传授了醒脑开窍针刺法
的精髓所在。来自川渝两地中医院的业
务骨干200余人参加了培训。

据江津区中医院党委书记黄静介绍，
自2019年5月建立“石学敏院士工作站”
以来，医院先后派出3批8人次前往天津
中医药大学学习进修，得到了石学敏院士
及其工作团队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
通过学习，医院对中风患者的康复治疗水
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中风患者的后遗症明
显减少，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

近年来，江津区中医院为克服中医药
专业高端人才不足、医学博士及优秀的硕
士研究生引进困难等缺陷，先后出台了
《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办
法”。《办法》明确引进各类人才（紧缺人

才、高层次人才、高学历人才、技术骨干、
学科带头人）给予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机
制，除区级层面相应人才补贴外，还给予
高端人才安家补助及岗位津贴等。同时
制定人才引进远期规划及年度计划，扩大
人才引进途径。

“柔性引进医疗领军人才，开展‘传帮
带’工作是医院近年来采取的重大举措，
也是目前医院在引进顶尖人才方面最大
的一个亮点。”医院副院长赖平表示，医院
外聘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建
立“院士工作站”，外聘原第三军医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重庆市介入心
脏病学研究所副所长迟路湘教授作为介

入工作的指导专家，外聘全国名中医郭剑
华、王辉武教授建立“全国名中医工作
室”，外聘全国名老中医周天寒教授建立

“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
5年来，医院共引进40余名研究生、

70余名本科生，涉及康复科、心内科、脾
胃病科、骨伤科等优势学科及其他业务科
室。

医院的快速发展，高端技术型人才成
为第一生产力。在众多引进人才中，脾胃
病科刘羽、康复科高剑明就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

刘羽和高剑明都是毕业于黑龙江医
科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刘羽成了脾胃病

科的学科带头人，高剑明则成了康复科的
业务精英骨干。“医院为我们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我们除了把医院当家外，更要用
所学医学知识服务更多患者，以提升患者
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两人发
出了共同心声。

传帮带成为优势学科发展内驱力

近年来，为推动医院优势学科全面发
展，江津区中医院除了在引进中医高端人
才上做实、做细外，鼓励更多业务骨干走
出去，并制定了《在职人员研究生管理办

法》，全面支持在职人员提升学历教育。
同时加强与中医高校湖北中医药大学及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医学院校的长
期合作，教学相长，助推人才培养。加大
对科技创新、科研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并
制定相应的奖励办法。另外，通过“石学
敏院士工作站”与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合作，不定期选派针灸专业骨干人才进
行技能和科研培养。

“围绕重点专科、重点学科，每年业务
骨干参加市内外半年以上进修学习达30
余人次。特别是通过柔性引进顶尖领军
人才建立的‘院士工作站’‘全国名中医工
作室’‘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依靠‘传帮

带’模式培养了大批学科带头人、技术带
头人。”医院院长曾宏表示。

“传帮带”不但提升了医院优势学科
核心品牌，更重要的让一大批业务骨干在
中医内科、中药外用等领域的技能得到了
进一步升华。

2007年参加工作的何伟在医院推拿
科从事推拿工作，2018年拜全国名中医
郭剑华为师，使其在筋伤诊疗、中医内科
等领域的治疗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特
别是2019年 5月 3日“石学敏院士工作
站”成立后，针灸醒脑开窍针刺技术得到
了显著突破，帮助无数脑卒中患者恢复了
肢体功能，大幅降低了致残率，提高了患
者生活质量。自2019年4月21日成立脑
卒中康复科以来，住院人次达2000余人，
门诊人次达5000余人，一大批脑卒中患
者得到有效治疗。

近5年来，1个院士工作站、4个名中
医工作室的成立，通过“传帮带”模式，培
养了50余名骨干人才，涵盖了全院中医
优势临床科室，中医治疗效果大幅提升，
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缩短，中医简、便、验、
廉的特点更加凸显，群众就医体验得到大
幅提升，社会美誉度逐月攀升。

马太超 蒋晨

图片由江津区中医院提供

“传帮带”拜师现场

江津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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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学敏院士（右二）现场进行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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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重庆市民关注的“冰冻线进程图” 中国天气网制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 28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其于近日印发了《重庆市新生儿遗
传代谢病筛查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按照《通知》，重庆
市妇幼保健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和万州区妇幼保健院被确定为新
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新生儿疾病筛查
遵循自愿和知情选择的原则，医疗机构
不得擅自进行新生儿疾病筛查。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减少出生缺陷的预防措施之一。
《通知》所称的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指在
新生儿期对严重危害新生儿健康遗传
性疾病施行专项检查，提供早期诊断和
治疗的母婴保健技术。筛查病种主要
包括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H）、
苯丙酮尿症（PKU）、先天性肾上腺皮
质增生症（CAH）和葡萄糖6磷酸脱氢
酶缺乏症（G6PD）等。

市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明确

三家医院可提供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