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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决制止和查处我区房地产中介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区住房城乡建委重拳出击开展区内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专项整治

行动，重点查处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收费、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威胁恐吓

承租人等问题，严厉查处违规企业，依法取缔“黑中介”。目前，已对区内房

地产经纪机构32家（其中分支机构87家）开展检查。 通讯员 王勇

近日，区文旅委组织开展文化专干法治培训，邀请市级、区级相关专家

就公共领域法律进行培训和解读，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领域人员依法行政

水平，依法推动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部分街镇宣传委员、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文化专干70余人参加培训。 通讯员 熊勇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华商数码重庆分公司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

本版主编：龚小芹 组版：马诗奇

33QIJIANG RIBAO

“爱的五种语言”困境家庭主题活动举行

50余人学习家庭相处之道
本报讯（通讯员 严敏）你知道

与爱人产生纠纷之后，怎么第一时

间修复关系吗？你又知道一个原生

家庭是怎么影响孩子的吗？日前，

一场“爱的五种语言”困境家庭主题

活动在文龙街道联惠社区“家和”服

务站举行。来自辖区困境家庭的50

余人集中学习夫妻相处之道和亲子

教养之道。

当天，柴坝学校副校长暨重庆

市家庭教育指导师王东就“夫妻沟

通、亲子教育”两个板块给现场服务

对象进行了讲解，引导大家用爱的

五种语言——肯定的言词、精心的

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

的接触，代替夫妻、亲子相处时不恰

当的表述方式，促进家庭和谐。期

间，还通过开展以“期待的一致性”

为主题的心理测试，了解夫妻双方

价值观的一致性程度。

此次活动由黔江区顺意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区妇联、柴坝学校、联惠社区联合主

办，旨在提升服务对象的夫妻沟通

和亲子相处的能力，加强贫困家庭

间的互动与沟通，促进困境家庭的

支持网络的建立，营造健康、和谐、

稳定的家庭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 胡光银）11月26日，赶

水镇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再次深入该镇双

丰、石房、双龙、香山等村，对各村境内多处

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文物，进行逐一踏勘、

登记拍摄。

近年来，该镇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与管

理工作，并采取多种措施，定期和不定期深

入各村组和社区，对全镇范围内存有文物的

18个村和3个社区境内的1处市级文物、6处

区级文物、51处暂时未定级的文物，进行深

入细致地实地踏勘、登记造册和图像拍摄，

并及时逐一整理归档，随时掌握全镇现存文

物的现状与变化情况。

“文化普查工作，多半就是泥一脚水一

脚地爬坡上坎，钻山笼笼、看坟疙瘩、察老房

子……虽然工作辛苦和乏味，但很有意义。”

当天下午普查结束时，该镇文化中心副主任

刘明军自豪地说。

赶水镇：积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杨松）日前，

《今古传奇》杂志主办的筑梦徽州

2019文艺大典暨第六届全国文学艺

术家创作交流研讨颁奖典礼在安徽

黄山举行。綦江作家张锡荣的长篇

小说《齿痕》，荣获全国优秀小说一等

奖。

《今古传奇》第六届全国优秀小

说征文大赛自今年 1 月 1 日启动以

来，共收到全国优秀作品11000部，其

中长篇小说1000部、中短篇小说4000

部、闪小说6000部。经编辑部、组委

会的层层评选，最终评出一等奖 10

部、二等奖10部、三等奖15部、优秀

奖25部。其中，我区作家张锡荣的长

篇小说《齿痕》，从1000多部长篇小说

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据悉，《齿痕》一书讲述的是现代

国企汽车齿轮行业员工，在改革的洪

流中为生存而拼搏故事，深度剖析了

国企员工生活极端贫困的根源，鞭挞

人间丑恶，善扬人间真善美。

张锡荣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重庆市戏剧家协会会员，榕树下中文

网等多家文学网站签约作家，已在

《青年作家》《文学与人生》等文学报

刊发表小说、散文、小品剧本、电视剧

本等150余篇。

《今古传奇》全国小说大赛

我区作家长篇小说获一等奖

患者首次用药剂量为维持量的

两倍，这就是所谓的“首剂加倍”。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是否所有的

药物都可以这样服用呢？其实，任

何药物都要在体内达到一定浓度才

能发挥足够的药效。研究表明，口

服药物一般在反复给药 3～5 个半

衰期后才能达到稳态血药浓度，即

临床通常所需要的药物浓度，通常

对一些需在短时间内达到有效浓度

的药物就可采取这种给药方式。

许多抗菌药物的使用需要首剂

加倍，如磺胺类药物、大环内酯类药

物中的阿奇霉素、四环素类药物中

的美满霉素、治疗厌氧菌感染的替

硝唑等均需采用“首剂加倍”的给药

方式，目的就是在病菌繁殖初期，使

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迅速达到有效

值，起到杀菌、抑菌作用。

如果首剂不加倍，不能迅速达

到有效浓度，会给病菌的快速繁殖

留下时间，延误疾病治疗。例如复

方新诺明半衰期3为11小时，每天

服用2次，首次剂量加倍，11小时后

血药浓度趋于稳定，可有效杀灭病

原菌。而首剂不加倍，则需36个小

时才能达到稳态血药浓度。病菌可

能在这几个小时内迅速繁殖，耽误

了疾病的治疗。因此，每日两次，首

剂加倍是复方新诺明的最佳给药方

案。

此外，有些药物在服用时首剂

是否需要加倍还和治疗疾病的种类

有关，如替硝唑在治疗腹腔感染、牙

周感染等各种厌氧菌感染性疾病

时，通常需首剂加倍，但在治疗阴道

滴虫病等原虫感染性疾病时则无需

首剂加倍。可见，服药前一定要阅

读药物说明书有关的用法用量，以

了解所服药物是否需要首剂加倍。

当然，大部分抗生素都有一定

的不良反应，因此老年人、儿童及肝

肾功能不全者服用抗生素时，首次

服用的剂量应请医生根据病情及患

者的体质状况来决定，不可擅自加

大剂量。

重庆市綦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有些药为什么要“首剂加倍”？

古老的牌匾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古建筑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古唐思）今年

8 月以来，区公安局新盛派出所聚

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

不缺位”，深入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强力推进“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建设。日前，新盛派出所成功帮助

辖区一位已 20 多年未上户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解决了户口问题。

8 月上旬，新盛派出所社区民

警在入户走访时得知某村一疑似精

神病人田某还没上户。随后，民警

主动前往田某家中了解详细情况。

因长期发病，田某生活已不能自

理。据田某家属李某介绍，田某一

直患有精神疾病，1994年起李某和

田某以夫妻名义一起生活至今，并

且生育了一个女儿。因田某精神异

常，家人对田某的户口问题一直未

引起重视。民警严厉地批评了李

某，并告诫其一定要善待田某。

对于此事，新盛派出所高度重

视，立刻启动田某的上户程序。由

于田某的特殊情况，经过近三个月

的相关调查，民警终于在近日将田

某户口的事情办好。

民警帮助精神障碍患者解决户口难题

20多年“黑户”终于落户

本报讯（通讯员 王镇霞）日

前，市民赵女士收到了一条短信，告

知其银行账户已被冻结。赵女士连

忙按照对方的提示进行操作，不料

被骗800元。

当天，赵女士在家中收到一条

陌生号码的短息：“你好，你的建设

银行卡消费异常，现已经被冻结，如

需解冻，请拨打 8617105151462 的

电话恢复。”赵女士看到信息后惊慌

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她拨通了短信提示

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建设银行“客

服经理”，告知赵女士如果要解冻，

需提供本人的银行卡卡号、取款密

码以及短信动态码。赵女士按照

“客服经理”的提示，全盘告知。随

后，这位“客服经理”告知赵女士，银

行在走流程，请耐心等待两小时。

之后，赵女士越想越觉得蹊跷，便查

询自己的建设银行账户余额，才知

道自己被骗，只好报警求助。

目前，区公安局通惠派出所已

经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

民警提醒：账户被冻结需要建

立安全账户或者提供身份信息、银

行账户等相关信息进行解冻都是常

见的骗局，市民朋友千万不要轻易

相信，避免上当受骗。

银行账户被冻结

一市民轻信短信被骗

本报讯（通讯员 冯泠森）明

知是法院依法查封的车辆，还撕

毁封条，撬开锁车器，将车辆转移

隐藏，致使法院执行工作无法正

常开展。近日，姚某为自己的错

误行为付出了代价，其因犯非法

处置查封财产罪被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2015 年，姚某为他人借款提

供担保，后因债务人未按期偿还

借款，债权人陈某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姚某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

1 月，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双方

确定姚某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

偿还陈某借款本金 10 万元及利

息。因姚某并未按期履行义务，

陈某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017年12月26日20时许，区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万盛经开区

一小区门口外公路边使用加盖该

院院章的封条对姚某所有的车辆

依法查封，并用锁车器将车辆固

定。同日23时许至次日凌晨3时

许，姚某明知该车辆系被法院查

封，仍然将封条撕掉，与他人将车

锁撬开后将该车辆转移，导致法

院执行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事发后，姚某潜逃外地。今

年 6 月 24 日，姚

某自动投案，并

如实供述了上述

犯罪事实。同时

法院还查明，姚

某曾两次被判刑

入狱。审理过程

中，姚某对公诉

机关指控的事实

和罪名及量刑建

议均无异议，认

罪认罚。

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被告

人姚某明知是被

人民法院查封的

财产，仍然非法

转移，妨害司法

活动，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处置查封财产

罪，公诉机关指

控的事实及罪名

成立，且有前科

劣迹，酌情从重处罚。姚某能主动投

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

法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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