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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区域联盟医院2018年8月华西第二医院专家坐诊表

华西第二医院专家门诊患者
注意事项

热烈欢迎您来到我院就诊，为了您安全顺利地就诊，请注
意以下事项：

一、我院全称为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是四川大学华
西第二医院区域联盟医院，华西第二医院专家门诊开设地点为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南段 82号资阳市雁江区妇幼保健院（老
区医院）。

二、针对有许多骗子（医托）专骗外地患者，为此，请患者们
务必提高警惕。请注意，在我院周围凡标注“华西”或“华西门
诊部”或“华西退休专家”等字样的医疗机构均与我院无关，与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无关。

三、华西第二医院专家门诊实行实名制就诊卡预约挂号，
就诊卡仅限于本人使用，不可使用他人就诊卡，若卡、号票信息
不符，医师有权拒诊。专家号源提前一周放出，预约挂号方式：

1.现场预约：华西第二医院专家挂号窗口（周一至周五预约
时间8:00--12:00|14:30--17:00)

2.咨询电话：028--27198933（周一至周五咨询时间 8:00--
12:00|14:30--17:00）

四、为保证患者就诊质量，华西第二医院专家门诊限号，挂
完为止。

五、持有相关病历材料及近期检查检验结果的患者优先预约。
六、若您当天未能挂上华西第二医院专家号，建议您挂我

院其他专家门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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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星期一

2018.08.06

2018.08.13

2018.08.20

2018.08.27

星期二

2018.08.07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

2018.08.14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

2018.08.21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

2018.08.28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

星期三

2018.08.01

2018.08.08

谭世桥（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张 莉（新生儿科、普儿科查房）

谭世桥（临床手术 、查房）
张 莉（新生儿科、普儿科查房）

2018.08.15

2018.08.22

谭世桥（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张 莉（新生儿科、普儿科查房）

谭世桥（临床手术 、查房）
张 莉（新生儿科、普儿科查房）

2018.08.29

星期四

2018.08.02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

2018.08.09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2018.08.16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2018.08.23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2018.08.30

秦 朗（老区）
生殖内分泌门诊
不孕不育专科门诊

星期五

2018.08.03

2018.08.10

2018.08.17

2018.08.24

2018.08.31

资医广[2018]第07-05-001号

□ 实习记者 赵明

近日，本报微信平台接到雁江区
忠义镇天明村刘女士的求助：她女儿
希希已经 8 岁了，但身高只有 91 厘
米，比3岁的弟弟还矮4厘米，经过华
西二医院确诊为矮小症。

由于个子小，同学们做游戏时都
不喜欢带她玩。这给希希心理上造
成很大影响，慢慢地她变得不爱跟人
讲话，性格越来越内向。平时在家
里，就自己折纸玩。

7月19日，记者在天明村一简陋
的土坯房里见到了 8岁的希希，她正
在帮刚睡醒的弟弟穿鞋。

“ 她最大的希望是可以和同学
一起玩耍。平时衣服也不让妈妈
洗，在家里还帮着做扫地、择菜等家

务。虽然个子不高，但很会照顾弟
弟。”刘女士告诉记者，希希是个非
常懂事的孩子。从小个头就不高，
家人一直以为是发育晚，但到 4岁时
她依然比班上其他同学矮一大截。
几年间去过三四家医院检查，都未
找出病因，直到今年去华西二医院
才确诊为矮小症。目前，前期治疗
已经花光了全家积蓄，后期每天需
要注射生长激素，治疗周期长达 6
年。“医生估计还要 30 万元的医疗
费用，家里的积蓄已经花光了，从亲
戚朋友借来的钱也是杯水车薪。”刘
女士表示，为了照顾希希，她辞掉了
工作。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仅靠
希希爸爸在深圳打工维持。希望社
会上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帮
助自己的女儿。

“还是多感兴趣的，就是使用中充电的
问题让我犹豫。”市民唐先生感叹道，新能
源汽车挺好，但我市充电桩建设不足仍是
个问题。唐先生表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

有充电桩，出去游玩时，若中途没有充电
桩，或充电桩太少，纯电动车很可能会由于
电量耗尽无法启动。他希望，我市应加快
建设小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的充电

桩，保障市民的充电需求。
据悉，我市仅有资阳明瑞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及资阳高新区管委会 2个点的充
电桩对外公开，且私有新能源汽车到两地
充电时，包括电费和充电服务费在内，每度
电收费1.35元。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明）入夏以
来，资阳全市用电进入高峰期。气温升
高，也使雁城一些变压器发起了“高
烧”。7月24日，36度高温下，电力检修
工人来到位于滨河西路二段149号的小
山变电站，用冲水的方式给变压器降
温，保障全市供电。

据了解，油浸变压器正常运行的最
高温度为 85 度，一旦超过 85 度就要断
电检修，所以在到达 85 度之前要用各
种办法给变压器降温。现场，工人拿起
高压水枪对变压器的散热片进行冲洗，
通过近半小时的降温，便携式热成像仪

显示变压器温度降到安全值。据现场
工人介绍，给变压器降温不只用水冲，
温度更高时还会考虑用冰块、风扇或组
合方式。

迎峰保电工作开展以来，国网资
阳分公司加强了设备和线路的巡查力
度，一旦发现温度过高或其他安全隐
患，将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保障全市高
温期的正常供电。检修专责工程师唐
笛建议，从自身健康和变压器负载方
面考虑，市民家中空调设定温度不要
太低，要及时更换家中老旧高负荷电
器，保证全网和家庭用电安全。

□ 实习记者 徐嘉欣

“苌弘广场的音响喇叭从早放到
晚，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太痛苦了。”

“方圆几里都听得到，根本没办法休
息。”“请问相关部门可以请这些唱歌
的把音响关小点么？”……

近日，不少网友在资阳网论坛网络
问政直通车栏目下的“我有话对市委书
记、市长说”专栏发帖，反映雁城苌弘广
场露天KTV噪音严重扰民。日前，记
者到苌弘广场进行了实地走访。

露天KTV从早嗨到晚
附近居民叫苦连天

下午 4许时的苌弘广场，休闲娱
乐的市民并不多。广场中央一个花
坛成了舞台，几位中老人扯着嗓子唱
得正欢。另一边，靠河边的位置，一
支十余人的队伍风琴伴奏、曲谱在
手，民歌一首接一首。33 度的高温
下，音乐声此起彼伏，噪音监测仪示
数在80分贝上下波动。

“简直太吵了！他们根本不看广
场上的噪音监测仪，只顾自己唱自己
的，吵得附近居民都休息不好。”家住
苌弘小区的一位老大爷语气十分激
动。江南半岛居民杨女士也表示，广
场上的音响声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
的正常休息。

晚上 8 时许，坝坝舞队伍、露天
KTV摊点占据了大半个广场。记者看
到，一辆三轮车身上挂着投影幕布，旁
边驾着一台音响，投影仪架在幕布前方

几米，摊主坐在旁边操控着点歌台。
另一个靠近滨江大道的摊点音

响声更大，且旁边还摆着一个水壶，
为顾客提供开水。“晚上 6点过出来，
最多唱到晚上 10点。”该摊主告诉记
者，点一首歌收费 3 元、两首 5 元、三
首7元、四首10元。

晚上 8点 40分左右，坝坝舞队伍
陆续离开广场，但两个KTV摊点依然
围满了群众。9点左右，记者用手机上
两种测试噪音分贝软件进行测试显
示，平均分贝分别为93和75。

相关部门将联合进行整治

“12319 热线接到过多次对该事
件的反映，工作人员也多次进行劝
导，但都遇到有老大爷以患有心脏病

‘要挟’进行阻碍，还有残疾人拉着工
作人员不让走……”雁江区资溪街道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苌弘广场长期以
来承载着市民休闲健身、唱歌跳舞等
各类娱乐功能，无法禁止市民娱乐活
动，只能以宣传和劝导为主。

自 7月 16日起，资溪执法大队已
连续数日派专人并会同公安力量对
部分在广场使用大功率音响演唱演
出、娱乐健身的市民进行劝离，对他
们进行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但由于部分阻碍执法行为的存
在，劝导效果并不佳。

资溪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联合文广新局、环保、公安等相关
部门研究和商讨，进一步整治苌弘广
场噪音扰民的问题。

本报讯（实习记者 陶思懿）7月25
日下午，资阳汽车客运中心附近（骏兴
路八楞社区外）发生一起车祸，一电瓶
车追尾一电动三轮车，电瓶车上2名七
十岁左右的老人受伤。市城市行政执
法局城管支队松涛执法大队队员马宁
途径该地，立即上前救助。

当日下午2点50分左右，马宁巡逻
至八楞社区外时，发现一电瓶车逆行撞
上了停靠在路边的电动三轮车上，电瓶
车上一男一女两位老人摔倒在地，鲜血
直流。围观市民皆惊慌不已，不知所
措。见此情景，马宁立刻上前与三轮车
师傅救助伤者，为2名伤者及时简单包

扎伤口，拨打 110报警电话和 120急救
电话，并帮助伤者联系家属。

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城管支队其他
巡逻队员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往事发
现场，在等待救护车期间，为确保伤者
安全，避免再次发生交通事故，大家顶
着烈日，一起保护现场。

马宁的及时救助赢得现场群众一
致好评。“平时表现也很好，好人好事
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市城市行政执法
局城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已是
马宁第二次救助车祸伤者了，之前他
在巡逻时也曾救助过一位因车祸受伤
的老奶奶。

本报讯（罗亦 韩菊芳 记者 黄建
伟）7月 26日，记者从乐至县（石佛镇）
第一届蟠龙湖亲水节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本届节会将于8月10日开幕。

本届亲水节，将集中三天时间，分
别在石佛镇荣家沟村、石桥沟村等地，
开展资阳市2018年“蜀人原乡·最美乡
村”音乐季乐至专场暨石佛镇第一届
蟠龙湖亲水节开幕式、蟠龙湖亲水系
列、“寻找最勇敢 20对情侣”露营蟠龙
湖、乐至县 2018年“亲子定向越野赛”
公益助学、石佛镇特色产品展销等系
列主题活动。其中，蟠龙湖亲水系列
活动，将组织游客在蟠龙湖荣家沟景
区和石桥沟村小龙虾基地开展“乘船

观光蟠龙湖”、稻田捉鱼（鸭）、水上大
闯关、小龙虾趣钓等活动；“寻找最勇
敢20对情侣”露营蟠龙湖活动，将招募

“最勇敢 20 对情侣”在蟠龙湖半岛露
营，开展“野外露营实训”“篝火晚会”
等活动；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将现场展
示销售石佛挂面、益恒通酿造、乐至白
乌鱼、云雾山庄刺梨子（野鸡蛋）、石桥
沟村小龙虾、云水梨、云水鸡等当地特
色产品。

据介绍，石佛镇是乐至东部第一
大镇，幅员面积 99.8 平方公里。该镇
拥有高达 45.2%的森林覆盖率，有着

“四川最佳户外活动基地”蟠龙湖、十
里荷香莲藕长廊，风光秀丽美不胜收。

(广告)

乘船观光、水上闯关、野外露营……

8月10日
乐至蟠龙湖亲水节等你来

变压器变压器““高烧高烧””不退不退电力工人电力工人““冷敷冷敷””降温保供电安全降温保供电安全

苌弘广场露天KTV噪音大
居民直呼受不了

巡逻途中遇车祸现场
城管队员救助受伤老人

8岁女孩患上矮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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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量达140辆我市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渐打开

□ 本报记者 郭春荣

作为导游，她把安岳石刻文化、柠
檬文化、古建筑文化传到了五湖四海；
作为石匠，他把石狮、佛像、菩萨雕刻得
精美绝伦；作为普通的商人，他把“三贤
文化”搬进了酒店，让万千食客感受到

“三贤神韵”……
他们便是自学多国语言介绍安岳

的“全国优秀导游员”代琼英、“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石永恩、“省旅
游先进个人”刘官银等，他们致力于“保
护、传承、弘扬”本土文化，在平凡的工
作中致力于文化品牌打造，推动着资阳
旅游事业的发展。

代琼英是安岳县护龙镇人，1987年
开始从事石刻旅游景点导游员工作。
31年来，她走遍了安岳每一处石刻，用

自己千锤百炼的精彩语言，传播着石刻
和佛教文化，为提升安岳石刻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作出了特殊贡献。同时，代琼
英还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
教授等建立联系，多次自费邀请他们前
来安岳考察，为安岳的文化产业发展建
言献策。她还利用带团到省外旅游等
机会，适时向省外旅行社或导游推介安
岳、宣传安岳。

“安岳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安岳石
刻孕育了我。传承安岳石刻艺术，弘扬
安岳石刻文化是我的梦想，更是我的职
责。”年过六旬的石永恩是安岳县东胜
乡北斗村人，自幼便与石刻结缘，是安
岳县首位民间国家级石刻工艺大师。
他创作的石狮、佛像、菩萨精美绝伦，使
安岳石刻艺术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如
今，石永恩的弟子已有 200 余人，他的

三个儿子及大孙子也在从事这项工作。
“吃要吃出一种品味，玩要玩出一

种层次，住也要住得有档次。”年过五
旬的金迪飞龙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官银
是雁江区清水镇人。怀着一颗热爱本
土文化的心，他结合资阳的三贤文化，
积极打造餐饮品牌。其公司在雅安市
的蒙顶山建立了万亩优质环保绿色茶
源基地，推出王褒圣茶系列；酒店与成
都总府皇冠假日酒店合作，推出苌弘
御饼系列；投巨资与江油市李白故里

酒厂联合推出苌弘御酒系列。为推出
特色餐饮菜品，专门聘请特级厨师开
发了独具特色的菜品，受到广大消费
者的欢迎。

“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诗和
远方是资阳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完美呈
现。正是因为有代琼英、石永恩、刘官
银等人，用行动传播文化、推广旅游，进
一步提升了资阳旅游知名度，为建设成
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作出了贡
献。”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播洒文化芬芳打造多彩旅游
——小记传播资阳旅游文化那些人和事

□ 实习记者
陶思懿

今年 5 月
18 日 ，我
市正式启

用新能源汽车专
用号牌。截至目
前，新能源汽车
在我市发展状况
如何？发展中遇
到 了 怎 样 的 问
题？市民对新能
源汽车又有怎样
的看法？记者近
日进行了走访。

据悉，截至目前，我市新能源汽车的保
有量已达到了140辆（包括15辆共享汽车），
其中，中大型车辆37辆，小型车辆103辆。

“目前这些新能源汽车里，并不是所有的
都是新车注册登记。”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车辆
管理所了解到，我市新能源汽车中，有部分是

早已购买，但注册登记时为普通汽车，正式启
用专用号牌后，便换发了新的号牌。

据悉，除了在车管所注册登记以外，新
能源汽车也可以在网上申领，或在我市 11
个汽车登记服务站进行登记注册，无需特
意到车管所注册登记。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达到140辆

“这个车续航能力怎么样？”“这个和燃
油汽车比，有些啥子优势呢？”日前，资阳一
汽车销售服务店的新能源汽车展示厅内，
不少市民正在详细了解、感受新能源汽车。

“大家现在接受度也比以前高多了，客

户年龄主要集中在35—50岁之间。”该店销
售经理佐丹告诉记者，他们从 2015 年开始
卖新能源汽车，那时一年只能卖几辆。而
今年，一个月就能卖5辆。

该店现在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主要为混

合动力，电池续航能力为 80—100km，纯电
动续航 400km。在没有专用充电桩的情况
下，能用标准220伏电压插口进行充电。同
时，电池的电芯可享受8年15万公里质保。

此外，虽然一辆新能源汽车比同款普
通汽车会贵上几万，但是购买一辆新能源
汽车会有很多补贴。

市民接受度提高销量增加

市民建言：加快建设充电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