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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承诺给老旧小区居民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现在咋样了？

路面翻新了 楼梯墙面也好看了
承诺给居民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九龙坡区政府真正做到了。黄桷坪街道九龙花园社区九龙三村居民康兰对这几个月来小
区的变化感到十分高兴：房屋漏水解决了，
小区路面翻新了，
楼梯和墙面也焕然一新……小区缺啥就补啥，
需要什么就完善，
不只
是九龙三村。本月底，
记者从九龙坡区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
去年，
九龙坡区拟定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首批启动的九龙三
村、九龙四村、冶金四村 3 个小区已完成改造。

改造前：上漏下堵中间烂
“来到九龙三村，首先发现的就是路面
变干净整洁了，有些较窄的路段，
此次改造
还进行了拓宽。”
顺着九龙花园社区党委书
记邹昭俊指向的道路望去，九龙三村以往
破损的路面全部完成了“白改黑”，铺设了
彩色混凝土。在每一栋楼，此次改造还铺
设了墙裙砖，
起到防潮的功能，边坡堡坎也
增添了护栏，
提升小区居民日常出行安全。
九龙三村修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此次
改造提升，总建筑面积 9.5 万平方米，涉及
房屋 26 栋、住户 1121 户。说起以前的情
况，77 岁的康兰说，邻居们都用“上漏下堵
中间烂”概括。
“住楼顶的邻居们家里几乎
都漏水。”康兰说，
“下堵”则是因为管网老
化，不少居民家里都发生过堵塞，
加上房屋
居住时间较久，整栋楼的楼梯，栏杆都已经
锈蚀，墙面上贴满了
“牛皮癣”。

改造后：老居民楼有了门禁
经过几个月的改造，九龙三村 26 栋居
民楼楼顶全部进行了防水升级，重新铺设
了防水地胶。在排水设施方面，施工方将
小区污水管网全面更换，接入了市政污水
管网，并进行了雨污分流。
走进每栋居民楼，墙面已全部清理并
粉刷，楼梯栏杆也经过除锈后重新刷漆。
“新衣服谁不喜欢，小区现在就是从内到外
穿上了新衣服！”
路过的居民打趣道。记者
注意到，每栋居民楼大门也已更换。邹昭
俊介绍，此次九龙三村还增设了门禁系统，
目前正在安装和录入居民信息，老旧小区
的安全性也将进一步提升。

改造完：
他们兑现了给居民的承诺

对于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的医生和护
士来说，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是忙碌的一
周。从 2 月 11 日 0 点到 2 月 17 日 10 点 30
分，重庆市 120 指挥中心接警总次数 6055
次，指挥室调度次数 2072 次，重庆市急救
医疗中心出车 291 次。在送到市急救医疗
中心救治的患者中，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
管意外、意外创伤这三类疾病最常见。记
者采访了急诊科白伟志医师，他介绍了三
类病例的相关情况以及预防措施。

暴饮暴食差点危及生命
春节假期亲朋好友团聚，享美味佳肴、
把酒言欢话家常，结果暴饮暴食的恶果不
仅是每逢春节胖三斤，还引发了消化系统
疾病。据白伟志透露：
“ 今年春节长假期
间，急诊科接诊病人中，有 102 例都是消化
系统疾病！其中胰腺炎患者不少见。”
如何合理预防、处理胰腺炎等消化系
统疾病？白伟志表示主要有两大要点：
“首
先春节期间不能暴饮暴食，
特别是脂肪类食
物（如腊肉、
动物内脏等）不能吃太多，
避免高
脂血症引发急性胰腺炎。其次避免大量饮
酒，
酒精也会诱发胰腺炎；
再者如果您发现身
边人在吃饭、饮酒的过程中呕吐，应第一时
间让呕吐者用水清理口腔异物；对意识不
清的醉酒者，一定要有人看护，保持身体侧
躺，避免呕吐导致误吸，甚至窒息；如果出
现呕吐+腹痛，一定要第一时间送医院。”

2020 年，九龙坡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提
上不少街道的议事日程。当初还是九龙镇
的九龙街道，管辖九龙三村，
为了给居民换
个不一样的环境，
曾挨家挨户做动员，
最终
获得了居民们的大力支持。
据了解，去年九龙坡区拟定的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项目还涉及黄桷坪街道九龙
四村和冶金四村。九龙四村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项目总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米，涉及房屋 11
栋、住户 410 户。冶
金四村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项目位于
石坪桥街道，总
建 筑 面 积 2.22
万平方米，涉及
房屋 9 栋、住户
352 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实习生
张力 受访者供图

◀去年底，
九龙街道曾经写信感谢居民支持
老旧小区改造。

▲老旧小区变新了

九龙坡区实现 15 分钟健身圈

▲步行 15 分钟内就能健身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实习生 张力 受访者供图）从家
门口出发，
步行15分钟以内，
即可到达社区
健身点，
参加各项体育健身活动。这样便捷
的生活，
在九龙坡区已成为现实。

“以前来康体公园，我们只能散散步，
自从建立了社区健身点后，老旧的健身器
材全部换新，篮球场破损的篮筐和场地也
得到修复，好像家门口开了个‘健身房’，
健身方式也多了起来。”居民丁长芬说，社
区健身点还经常有体育指导员来教大家
做运动，既锻炼了身体，又拉近了邻里间
的距离。据介绍，九龙坡区已建成登山步
道和健身步道 427 公里，乡镇健身广场 56
个，以及重庆华岩攀岩公园、华福体育公
园、西彭体育公园、美茵运动公园等全民
健身场地，利用城市边角地打造了桃花

溪、丁家垭口、华岩等 3 个市级体育文化
公园以及社区健身点 83 个（市级 64 个、
区级 19 个），维护和更新全民健身路径上
万件，
“15 分钟健身圈”实现城市社区全
覆盖。
记者昨天从九龙坡区体育局了解到，
近年来，九龙坡区所有城市体育公园、社
区健身点、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公共体育
场地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率为100%；
九龙
坡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35 平方米，位
居全市前列；九龙坡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达 45.3%，
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你还在担心每逢春节胖三斤吗？

这三类常见疾病不可小觑哟
心脑血管患者不能大意

儿童玩鞭炮应普及常识

60 岁的市民夏女士在除夕夜晕倒在卫
生间里，被 120 救护车送到市急救医疗中
心抢救，白伟志告诉记者：
“ 今年春节长假
期间，我们接诊了 56 例心脑血管意外的患
者，夏女士是典型的脑溢血，这种疾病非常
危险！出血增多可能导致脑疝发生，呼吸、
心跳骤停。
”
如何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白伟志认
为，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务
必注意身体，不能在春节期间太放纵。
“春
节期间大部分市民都难得一聚，好吃好喝，
身体严重透支。对于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来
说，这本身就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
节日期间应该照常控制饮食，同时谨遵医
嘱服用降压药、降糖药等药物。还有一点
就是春节期间不要因家人、朋友聚会机会
难得，就熬夜打牌、打麻将，玩得太晚或者
把酒言欢，情绪过于激动，都容易诱发心脑
血管疾病。一旦发生心梗、脑梗和脑出血，
就会危及生命，整个年都过不好了。”白伟
志说。

春节期间，意外创伤也是急诊科接诊
最常见的病症之一（多达 93 例），白伟志
表示：
“一般的意外创伤都是车祸导致，
这 种 情 况 从 医 学 角 度 来 说 很 难 避 免 ，我
觉 得 值 得 一 说 的 是 被 鞭 炮 意 外 烧 伤、炸
伤的患者。
”
随后白伟志举了一个病例：2 月 12 日，
急诊科接收了一名从合川转院过来的 16
岁小男孩，他是在放冲天炮的过程中，导致
左手食指二度烧伤。虽然重庆中心城区大
部分区域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但是这种被
鞭炮意外炸伤、烧伤的意外时有发生。因此
白伟志认为放鞭炮安全预防应重在相关安
全知识普及：
“对于大部分的 80 后、90 后来
说，放鞭炮都是童年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大
多知道哪些鞭炮应该怎么玩。可是对于 00
后、10 后来说，因为禁放令的缘故，他们对
鞭炮比较陌生，不少人不知道鞭炮正确的
燃放方法，冲动、好奇和无知导致体验放鞭
炮时容易出问题。作为家长最好先普及安
全常识，告诉他们各种鞭炮的危险性，燃放

今晚全市开启大降温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据市气象台预计，受北方冷空气和低涡切变共
同影响，从今晚开始到后天，我市有一次降温降雨
天气过程。期间，日平均气温将下降 6℃～8℃，日
最高气温东部地区将下降至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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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最好在身边陪伴、指导，
避免发生意外。
”
在采访的最后，白伟志还特别提醒大
家：
“ 我们在和病患的聊天中，不少患者都
提到了一个观念‘过年不进医院，不然一年
都不吉利，都要和药罐子打交道’。这种老
观念应该改改了！像肺部感染、慢阻肺复
发、糖尿病肾衰等疾病，都是拖不得的，及
早到医院医治，否则等到小病拖成大病，肾
透析不按时做引发其他并发症，可能会引
发更严重的后果，
到时候人财两空。
”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市急救医疗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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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护士抢救脑出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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