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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同行·平安相伴

本报讯（通讯员 刘綦）为深入开

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连日来，区公安局赶水派

出所开展治安乱点整治行动，切实解决

社会治安突出问题，维护辖区稳定。

赶水派出所联动镇党委政府，召集

村居委会、重点场所（火车站、汽车站

等）、乱点地区群众代表召开征求意见

会，对辖区突出的街道周边茶馆乱象、

车辆乱停乱放、私设摊位、占道经营等

治安问题，进行收集和研判，形成乱点

整治清单，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科学的

整治方案。

同时，赶水派出所组织民警和巡防

队员对辖区开展不定时巡逻，紧盯娱乐

场所、旅馆、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进行

“地毯式”排查，对辖区流动人口、重点

人口进行全面摸排登记，保持大力打击

违法犯罪和肃清社会风气的高压态

势。对整治过程发现的问题，责令相关

单位、场所、行业负责人限期整改。

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共建和

谐社会的积极性，赶水派出所通过悬挂

横幅、张贴宣传标语，深入学校、村居等

场所，布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并利用

村社区微信群及时曝光整治场所突出

问题，营造乱点整治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已成功整治辖区存在

的两项乱点治安问题。”赶水派出所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深

入开展重点整治，着力解决治安乱点，

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

点突破，对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

进行滚动排查、滚动整治，积极稳妥地

创新社会管理，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

稳定。

赶水派出所

重拳整治治安乱点乱象

本报讯（通讯员 陈朝冰）近日，区

公安局安稳所抓获了一名网上逃犯，该

逃犯至今已潜逃24年。

当日，安稳派出所民警在安稳镇松

南路37号维护“一标三实”基础信息时，

发现一男子神色慌张，言语吱呜，便对

该男子进行盘查。该男子自称叫“王

云”，但是不能提供证明自己身份信息

的证件。民警通过现场盘问以及用公

安信息系统核实得知，该男子真实姓名

为张某某，系合川区公安局通缉的网上

逃犯。民警遂将张某某传唤至派出所

进行调查。

经审查，张某某对自己 1996 年至

1997年期间利用担任农行合川支行城

关储蓄所所长职务之便，贪污公款57万

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綦江警方已将张某某移交合

川警方作进一步处理。

我区警方抓获一名
潜逃24年网上逃犯

科普之窗科普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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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农民版画：拓在纸上的田园诗 七部门启动三年行动
食用农产品安全加码

家门口看专家门诊
方便又省钱

市急救中心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李宝善为王大爷看病。记者 刘柳吟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专家到家

门口坐诊，看病真方便！”7月20日，在古

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排队看专家

号的王大爷激动地说。

当天，市急救中心老年病科副主任

医师李宝善来到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坐诊。在王大爷看来，大医院挂号难，

看专家很不容易，专家来家门口坐诊，省

钱又省事。

据悉，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与古南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组建了“医

疗联合体”，市急救医疗中心指派学科

带头人定期到古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展坐诊、教学查房、案例指导等业务

交流，为社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专家服

务。

在医联体内，两家单位通过建立老

年病专科服务体系，采取对口帮扶、技术

指导、老年病康复服务、双向转诊以及信

息共享等合作形式，为基层群众提供更

专业更高端的老年病专科保障服务。

“我院将借助三甲医院资源优势，着

力解决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防

病、治病问题。”古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孙国强说，他们将继续发挥

医院的“三老”优势，努力把该院打造成

为集养、防、治、护、安“五位一体”的老年

病专科医院。

立春，谷雨，惊蛰，秋分；栽

秧，犁田，播种，割谷……高更、马

蒂斯风格的色彩，汉代画像砖韵

味的构图，童趣十足的人物形象，

乡下农妇纳鞋底儿的线条……

2019年8月，重庆市人民政府

将这幅题为《应时而作》（又名《24

节气》）的套色版画作为礼品，赠

与“世界水稻之父”袁隆平。它的

作者，叫李成芝，出生在重庆市綦

江区篆塘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李成芝，重庆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綦江农民版画代表性传承

人，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其作品

多次赴海外做文化交流，被誉为

“拓在纸上的中国农村发展史”。

从农家妹子到美术大师，李

成芝的故事——或者说，綦江农

民版画作者群体崛起的故事，还

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

在李成芝工作室见到她本人，

当时她正用一只拿刻刀的手，在木

板上“游龙戏凤”。她专注的眼神，

配合着室内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

接的版画作品，让周围人都感受到

了浓郁而严肃的艺术氛围。

创作休息间隔，李成芝回忆

起了过去：“我当时就是一个农村

姑娘，十六七岁。四川美协的牛

文老师，重庆市艺术馆的邓成勇

老师、汤虎老师，和我们綦江县文

化馆的李毅力老师、刘永禄老师，

他们到乡下来举办版画培训班。

我从小就对美术感兴趣。那个时

候，身边的妈妈呀，婆婆呀这些，

她们都喜欢纳鞋垫儿，我就觉得

色彩非常漂亮。所以说他们来搞

这个培训班呢，我就非常喜欢。

那是1983年。”

1983 年，联产承包责任制释

放的农业生产力，在提升农民温

饱水平的同时，还带来中国乡村

大地上一个崭新的现象——略有

闲暇的农民，有了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求。

重庆化龙桥，嘉陵江边的这

个小院，在重庆成为国家计划单

列市之前，曾经是中国美协四川

分会所在地。这一方天地，也是

自抗战以来，中国版画界声名赫

赫的大本营。

李焕民、李桦、李少言、牛文、

王琦、吴凡、阿鸽……从抗战烽火

中走出的一代中国顶级版画大

师，在1983年的那个春天，由这个

小院出发，先后多次奔赴綦江，在

感受改革开放农村新气象的同

时，从1983年到1985年，先后培训

了600多名农民版画作者。

李成芝说：“参加培训班的时

候，也不晓得画啥，老师就说你随

意地画，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我画

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农耕劳作，还

有我们身边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

妇女纳鞋垫啦、挑花刺绣这些。我

平时就非常喜欢观察生活，觉得构

图来源于观察的积累。”

八十年代的乡村巨变，为綦

江农民版画创作提供了丰厚土

壤。农民作者创作的版画，都取

材于乡土田园。在专业画家、市

县两级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群艺

干部的指导扶持下，綦江农民版

画作者开始有意识从本土人文传

统中汲取营养。作为巴人、僰人、

僚人故土和历史上“湖广填四川”

移民大迁徙目的地，綦江丰厚的

人文遗产——从七孔子崖墓石刻

的装饰线纹，到万天宫南华宫古

戏楼木雕的凹凸刀法，都成了农

民版画家的灵感之源。

1984 年，綦江农民版画在中

国美术馆展出，随后在全国十八

个城市展出，然后漂洋过海去日

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等国

展出。2005年4月，綦江农民版画

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成为重

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据綦江农民版画院院长桂焕

勇介绍，当时中法文化年（2004

年）的时候，图卢斯美术馆的馆

长，说了一句话，说从我们綦江农

民版画上，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承

接传统，又超越传统。綦江农民

版画的种子，历经改革开放不同

阶段的春风吹拂，就这样生根发

芽、蔚然成林——有如激流奔涌

的綦河，有如丁东河边这些四季

常绿的黄桷树，已成长为綦江这

块红色土地上一道大美常新、芳

颜永驻的文化风景线。

（黄俊辉）

来源：新华网-重庆频道

本报讯（通讯员 段贵华）日

前，区政务服务中心区公安局出

入境支队窗口在政务服务大厅开

展反恐应急处突演练。

演练现场，模拟了一名被限

制出境人员因不能办理证件导致

的暴力袭警的警情。整个演练过

程中，全体民警、辅警听从指挥、

密切配合，快速使用催泪喷射器、

钢叉、盾牌等警械，在第一时间将

嫌疑人成功制服。此次演练按照

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快速反应、

高效处置的原则，达到了预期效

果。

“我是新调入公安窗口的民

警，通过参加这次实战演练，学到

和掌握了反恐应急处突的新技

能。”女民警钟友晴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立足本职工作，忠诚

履职，强化作风养成，为营造良好

的政务治安环境做出应有努力。

区公安局出入境支队副支队

长李宇表示，通过此次演练，进一

步强化了民警应急处突能力，提

升了处置突发事件的协作水平和

应急能力，为推进警务实战化积

累了经验。

开展应急处突演练 提升反恐防暴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黄玉文 夏蓓

蓓）近日，笔者从全区食用农产品“治违

禁、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业务培训

会上获悉，当前至 2024 年 6 月，我区将

聚焦包括豇豆、四季豆、韭菜、芹菜“四

棵菜”，大口黑鲈、乌鳢、鳊鱼“三条鱼”，

肉牛、肉羊“两头草食家畜”，鸡和蛋“一

只鸡一枚蛋”共11个重点农产品，针对

性实施农品安全抓源头、强监管、补短

板措施，打防并举，切实守护老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区已按照“一个问题品种、一张整治清

单、一套攻坚方案、一批管控措施”的

“四个一”精准治理模式，部署三年治理

行动，以最严谨标准、最严格监管、最严

厉处罚、最严肃问责“四个最严”履行监

管职责。

日前，区经济信息委、区公安局、区

农业农村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法院、区

检察院、区市场监管局七部门已成立工

作专班，细化明确了工作方案和任务分

工。街镇将进一步落实人员和配套工

作举措，组织、引导农产品生产经营者

及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专项治理行动

中来，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共享共治的

良好社会氛围。

“对治理范围内的重点品种，力争

做到农产品产地带证上市，同时加大针

对性的抽样检测力度。”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说，目前各街镇已具备快速检测药

残设施，接下来，将逐步引进携带方便、

使用快捷、结果准确的速测装备，实现

快抽快检快出结果，保障上市农产品安

全放心。

此外，在全区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中，我区将加

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经营使用违禁药

物及投入品行为。

李成芝正在进行版画创作。朱清/摄

2019年8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曾将这幅题为《应时而作》（又名《24节

气》）的套色版画作为礼品，赠与“世界水稻之父”袁隆平。

近期有网络新闻报道，湖南一名3

岁的小男孩就因为流鼻血后的不当操

作不幸离世。原来，孩子在鼻子出血

后，仰头止血，结果血液流到嗓子，形成

凝块堵住了气管。送到医院时脸色发

青，最终没有抢救过来。

流鼻血时，很多人会习惯性地仰起

头，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仰头会

使血液流入咽喉、胃部等器官，造成不

良刺激，发生窒息或呕吐，严重的还会

呛入气管及肺内，发生危险。

夏天气温高，加上长时间开空调，

鼻腔黏膜干燥，毛细血管扩张，鼻子容

易出血。120北京急救中心医生提示，

小孩子因为鼻腔毛细血管比大人脆弱，

加上一般小孩子都有挖鼻孔的不良习

惯，一旦挖伤毛细血管，导致鼻黏膜的

血管破裂，就更容易发生鼻出血。家长

们需多加留意孩子的健康。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止鼻血

呢？急救中心医生介绍，流鼻血时，头

部应该保持正常直立或稍向前倾的姿

势，用手指由鼻子外面压迫出血侧的鼻

前部五至十分钟。鼻外伤后24小时内

可冷敷鼻上部，以减轻出血，之后改热

敷，以减轻淤血和肿胀。如果怀疑鼻骨

骨折，则不用填塞止血，只需头部保持

前倾、鼻部冷敷即可。

如果是头外伤造成脑脊液鼻漏时，

应将伤员置为半卧位，禁止填塞鼻孔和

滴药，禁止擤鼻。如血流不止或者经常

性出血，应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

来源：人民网

流鼻血时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能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