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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远离繁华省城，坚守
基层医院，忠实履行“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医改使命的突击手；他是一个
挑重担、担道义，坚持做50万韩城百
姓“生命中枢”的健康守护者——他
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
城医院院长、脑血管病中心主任、神
经外科主任宋锦宁教授。

为切实解决基层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远、看病贵”的问题，2015年
3月，宋锦宁肩负着西安交大一附院
领导的嘱托，率先带领34人组成的
专家团队离开省城西安来到韩城，
全面托管韩城医院，开启了全省“优
质医疗资源下基层”的医改先河，成
为韩城市打造黄河金三角区域医疗
中心的“主力军”。

伴随着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不良饮食习惯也导致脑血
管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面对各种脑
血管病例以及患者，作为行业领军人
才，西安交大一附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国家“863计划”项目首席专家、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博士生导师、陕西
省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宋锦宁教授，带
领脑科疾病专家团队，在当地建立了
西安交大一附院韩城脑病研究中心、
脑血管病中心、神经介入诊疗中心、脑
血管病救治“绿色通道”、脑卒中高级
神经单元、脑病ICU等。

同时，率先在韩城地区开展了
全脑血管造影术，脑缺血性疾病的
静脉溶栓、动脉溶栓、动静脉联合溶
栓，经鼻蝶显微垂体瘤切除术，巨大
听神经瘤切除术，脑动静脉畸形显
微切除术，三叉神经鞘瘤切除术，眼

动脉硬脑膜动静脉瘘切除术，特重
型颅脑损伤的救治等16种先进的医
疗技术。尤其是开展的脑动脉瘤微
创弹簧圈栓塞术、脑动脉狭窄支架
成形术均为当今先进的医疗尖端技
术，填补了韩城地区多项医疗技术
空白，惠及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广大
患者。近4年来，医院累计诊治脑病
患者20余万例次，宋锦宁教授亲自
主刀完成各种颅脑开颅手术300余
例，各种神经介入放射技术如全脑
血管造影术、颅内动脉瘤弹簧圈介
入栓塞术等 400 余例。赢得了韩
城、渭南乃至黄河金三角区域患者
及家属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在宋锦宁院长的带领下,为当
地患者提供脑血管领域最先进、规
范化诊疗技术的同时，医院每年举

办区域学术会议、专科培训班及学
术论坛10余场次，举办乡镇基层医
生培训班及送知识下乡活动，累计
培训8000余人次，为基层医生提供
相应的医疗技术培训与指导。

积极投身全市脱贫攻坚战，充
分发挥脑血管病中心、脑血管病救
治绿色通道及国家脑卒中筛查基地
作用，每年定期组织职工下乡镇、办
义诊、走村医、访患者，为因病致贫
的患者提供相应医疗救助、免费诊
疗及爱心捐赠。累计举办各类大型
义诊及慢病筛查100余次，开展卫
生科普宣传及健康教育活动，直接
受惠的基层百姓近万人。

在宋锦宁院长的带领下，医院
“脑血管病中心”及“微创神经外科
中心”，获得韩城市2016年度“工人
先锋号”荣誉称号；宋锦宁院长本人
也先后获得“韩城市有突出贡献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及“感动韩城”
2017年韩城市“十佳科技创新标兵”
荣誉称号，入选2017年陕西省高层
次人才引进和支持计划“特支计划”
人才。在2018年中央组织部、中央
宣传部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的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活动中，获得2018年“陕西最美
科技工作者”称号，受到陕西省委、
省政府的表彰。 夏青

一心一意为患者 一枝一叶总关情
——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城医院宋锦宁教授

本报讯（记者李佳）昨天下
午，三秦都市报记者从西安市
交警支队了解到，为缓解西二
环交通拥堵，西安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决定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 10:00 开始，对西二环由
南向北方向金光门桥至大兴立
交段两套交通组织优化方案进
行试运行（若遇雨雪等恶劣天

气，试运行改为 12 日 10:00 实
施）。

本次交通组织调整将试行
西二环内侧两车道全封闭模
式。届时西二环由南向北驶
入团结中路（东侧）、桃园西路
（东侧）、大庆路方向的车流，
需提前至金光门桥土门匝道
驶出，经西二环地面辅道通

行；丰镐路、团结中路驶出欲
前往北二环方向车流，需直行
通过西二环与大庆路平交口
后，经丰禾路口处进入西二环
主道通行。

方案试行期间，交管部门
将对西二环通行情况进行全面
观测和分析研判，若实施效果
不理想，将适时启动试运行金

光门高架桥北口驶出模式，并
根据通行情况对西二环交通组
织优化方案各项措施进行全面
优化。

方案试行期间，对西二环
交通组织调整路段内违反规定
的驾驶人，以警告教育为主，不
予处罚。西二环其他路段通行
保持现有交通组织不变。

1月9日，三秦都市报报道了西安
西二环万强艺术家小区消防通道常年
被“霸占”，用作停车场，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后，引起辖区相关部门及小区物业
的高度重视。昨天，物业部门已联系相
关单位及车主，将数辆停放在消防通道
的车辆劝离。同时，小区物业正在将凹
进小区的消防通道大门，向外挪移至与
沿街商铺平行位置，防止车辆再插空随
意乱放。

昨天中午，记者再次来到西二环万
强艺术家小区消防通道外，看到3名施
工人员正在对消防通道大门进行拆卸
挪移。一张印有“陕西瑞泽服务有限公
司万强管理处”印章的通知上写着，物
业要在消防通道施工，所有车辆须挪
出，禁止车辆在此停车。原本堵住消防
通道的一大排私家车已经挪走，“久违”
的消防通道终于畅通。

看到消防通道恢复畅通，不少小区
业主表示，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安全负
责，为他人的安全考虑，保持消防通道
畅通，共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
境。希望一些车主看到变化后，能自觉
遵守法规，不要再将生命通道堵住
了。 本报记者葛兰

“久违”的消防通道
终于畅通了

小区消防通道成了停车场 后续

昨天是全国第33个“110宣
传日”，西安警方举行主题宣传
活动，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师傅，现在假定你回到家
后发现家里进来小偷了，值钱东
西全被偷光，打 110报警时，你
会怎么说？”“喂！我要报警，我
家里被偷了。”上台参与互动的师
傅，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派头。
但旁边的民警，还是摇了摇头
——师傅的声音够响亮，但必要
的信息量不到位，不算是一次“合
格”报警。

“很多人报警时，重要信息
说不全。”民警解释说，“最关键
的是，他没有说清地址。”

民警介绍，现实中，很多人
报警时都会出现这一问题，尤其
是碰到警情比较紧急，报警人情
绪比较激动、慌张的时候，说起地
址，经常是一句“我在哪里哪
里”……根本不包含具体位置。

民警提醒，报警时一定要说

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
何果”这六要素。除了语音和
12110短信报警，在我省还有第
三种选择——微信报警，具有可
自动定位报警地点和可直接上传
图片、语音、视频等证据的优点。

市民可以通过绑定“陕西公
安”微信公众号和“陕西公安
110”微信公众号，实名认证后，
即可在紧急状态下求助使用。

昨天，记者在“陕西公安”微
信公众号里看到，最下方左侧第
一个即为“微信报警”菜单，进入
后有微信报警须知，点击确认后
可选择紧急报警、我要报警、紧
急求助等菜单。

记者在没有进行认证的情
况下分别点击进入紧急报警、
我要报警。两个界面进入后基
本相同，需要填写姓名、电话信
息，同时自动定位会显示出事
件地点和详细地址，下拉需要
填写报警和求助内容，同时还

可上传图片、视频、音频等证
据，下方有勾选内容“同意民警
电话与您联系”，完成这些即可
提交。

需要提醒两点，一是“紧急
报警”功能仅能在未实名认证的

情况下使用3次；二是报警人在
特殊状况下要防止警方回复的
微信被违法犯罪分子发现，应事
先将手机调为静音状态。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实习生杜豆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地铁
站内乘客突然发病，在救助患病
乘客的过程中，看到乘客躺在冰
冷的地上，参与救援的保安小哥
韩牛二话不说脱下大衣铺在乘
客身下，自己就穿着一个单薄的
秋衣冻了20多分钟。保安小哥
感人的举动被路过的乘客用手
机记录，并将视频发布在网上，
赢得网友纷纷点赞。

1月10日，当天参与救援的

西安地铁三号线科技路站值班
站长李露介绍，1月7日晚9点15
分左右，站务人员突然接到热心
乘客报告，一名男性乘客在乘车
过程中突然发病，口吐白沫，浑
身抽搐，请求救援。列车靠站的
过程中，为不影响正常行车，车
站站务员立刻上车，在热心乘客
的帮助下，将发病男子抬下列车
至车站站台。当时意识尚清醒
的男子，对众人说自己头部患有

疾病，示意把自己原地放下不要
动，稍微休息一下就好，并说自
己身上装有药。

站务员随即找来热水帮男
子服药，让男子在原地休息。
寒冬站内地面冰冷，看到男子
躺在地上抽搐，此时 23岁的车
站保安队副队长韩牛二话不说
脱下自己工装大衣铺在乘客身
下，垫在头部，还不时与男子交
流询问病情，了解是否要叫

120急救。
20多分钟过去了，男子身体

状况好转，被转移到车站座椅上
休息，一直穿着单薄秋衣的韩
牛才重新穿上大衣。站务人员
随后通过手机与男子家属取得
联系并说明情况，并征得患者
本人同意，决定由韩牛陪护患
病男子乘地铁列车至丈八北路
站，与男子家人会合，将男子安
全护送回家。

自己挨冻20分钟

地铁保安脱大衣为病人御寒

除了打110 还能这样报警
记者体验“微信报警”全流程

西二环今日试行两套交通优化方案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通讯员
裴喆）在女友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支付
宝绑定其银行卡，盗刷卡内资金。近
日，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对谈某批准逮捕。

2018年八九月间，谈某与被害人
苏某相识，高大帅气的谈某很快俘获
了苏某的芳心，二人迅速发展为男女
朋友关系。沉浸在热恋中的苏某毫
无防备，别有用心的谈某却在交往过
程中暗自探知了苏某的银行卡、手机
密码。

10 月的一天，谈某以充话费为
由，用苏某的手机注册了一个新的支
付宝账号，然后在自己的手机上登录
该账号，并绑定苏某银行卡。自2018
年 10月初至 11月底，只要苏某将钱
存入卡中，第二天就被谈某偷偷取
走。谈某用该支付宝账号从苏某的
银行卡中分 27次转账、套现，从卡内
盗窃 3万余元，苏某竟全然不知。谈
某将卡内资金完全取空后，便向苏某
提出分手。苏某在偶然查看自己账
户时，才发现资金被盗，随后报警。
而谈某被抓获后，所盗资金已全部挥
霍，无法退还。

支付宝绑女友银行卡
男子盗刷3万余元

民警上街讲解“110”报警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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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远离繁华省城，坚守
基层医院，忠实履行“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医改使命的突击手；他是一个
挑重担、担道义，坚持做50万韩城百
姓“生命中枢”的健康守护者——他
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
城医院院长、脑血管病中心主任、神
经外科主任宋锦宁教授。

为切实解决基层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远、看病贵”的问题，2015年
3月，宋锦宁肩负着西安交大一附院
领导的嘱托，率先带领34人组成的
专家团队离开省城西安来到韩城，
全面托管韩城医院，开启了全省“优
质医疗资源下基层”的医改先河，成
为韩城市打造黄河金三角区域医疗
中心的“主力军”。

伴随着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不良饮食习惯也导致脑血
管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面对各种脑
血管病例以及患者，作为行业领军人
才，西安交大一附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国家“863计划”项目首席专家、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博士生导师、陕西
省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宋锦宁教授，带
领脑科疾病专家团队，在当地建立了
西安交大一附院韩城脑病研究中心、
脑血管病中心、神经介入诊疗中心、脑
血管病救治“绿色通道”、脑卒中高级
神经单元、脑病ICU等。

同时，率先在韩城地区开展了
全脑血管造影术，脑缺血性疾病的
静脉溶栓、动脉溶栓、动静脉联合溶
栓，经鼻蝶显微垂体瘤切除术，巨大
听神经瘤切除术，脑动静脉畸形显
微切除术，三叉神经鞘瘤切除术，眼

动脉硬脑膜动静脉瘘切除术，特重
型颅脑损伤的救治等16种先进的医
疗技术。尤其是开展的脑动脉瘤微
创弹簧圈栓塞术、脑动脉狭窄支架
成形术均为当今先进的医疗尖端技
术，填补了韩城地区多项医疗技术
空白，惠及黄河金三角地区的广大
患者。近4年来，医院累计诊治脑病
患者20余万例次，宋锦宁教授亲自
主刀完成各种颅脑开颅手术300余
例，各种神经介入放射技术如全脑
血管造影术、颅内动脉瘤弹簧圈介
入栓塞术等 400 余例。赢得了韩
城、渭南乃至黄河金三角区域患者
及家属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在宋锦宁院长的带领下,为当
地患者提供脑血管领域最先进、规
范化诊疗技术的同时，医院每年举

办区域学术会议、专科培训班及学
术论坛10余场次，举办乡镇基层医
生培训班及送知识下乡活动，累计
培训8000余人次，为基层医生提供
相应的医疗技术培训与指导。

积极投身全市脱贫攻坚战，充
分发挥脑血管病中心、脑血管病救
治绿色通道及国家脑卒中筛查基地
作用，每年定期组织职工下乡镇、办
义诊、走村医、访患者，为因病致贫
的患者提供相应医疗救助、免费诊
疗及爱心捐赠。累计举办各类大型
义诊及慢病筛查100余次，开展卫
生科普宣传及健康教育活动，直接
受惠的基层百姓近万人。

在宋锦宁院长的带领下，医院
“脑血管病中心”及“微创神经外科
中心”，获得韩城市2016年度“工人
先锋号”荣誉称号；宋锦宁院长本人
也先后获得“韩城市有突出贡献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及“感动韩城”
2017年韩城市“十佳科技创新标兵”
荣誉称号，入选2017年陕西省高层
次人才引进和支持计划“特支计划”
人才。在2018年中央组织部、中央
宣传部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的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活动中，获得2018年“陕西最美
科技工作者”称号，受到陕西省委、
省政府的表彰。 夏青

一心一意为患者 一枝一叶总关情
——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城医院宋锦宁教授

本报讯（记者李佳）昨天下
午，三秦都市报记者从西安市
交警支队了解到，为缓解西二
环交通拥堵，西安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决定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 10:00 开始，对西二环由
南向北方向金光门桥至大兴立
交段两套交通组织优化方案进
行试运行（若遇雨雪等恶劣天

气，试运行改为 12 日 10:00 实
施）。

本次交通组织调整将试行
西二环内侧两车道全封闭模
式。届时西二环由南向北驶
入团结中路（东侧）、桃园西路
（东侧）、大庆路方向的车流，
需提前至金光门桥土门匝道
驶出，经西二环地面辅道通

行；丰镐路、团结中路驶出欲
前往北二环方向车流，需直行
通过西二环与大庆路平交口
后，经丰禾路口处进入西二环
主道通行。

方案试行期间，交管部门
将对西二环通行情况进行全面
观测和分析研判，若实施效果
不理想，将适时启动试运行金

光门高架桥北口驶出模式，并
根据通行情况对西二环交通组
织优化方案各项措施进行全面
优化。

方案试行期间，对西二环
交通组织调整路段内违反规定
的驾驶人，以警告教育为主，不
予处罚。西二环其他路段通行
保持现有交通组织不变。

1月9日，三秦都市报报道了西安
西二环万强艺术家小区消防通道常年
被“霸占”，用作停车场，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后，引起辖区相关部门及小区物业
的高度重视。昨天，物业部门已联系相
关单位及车主，将数辆停放在消防通道
的车辆劝离。同时，小区物业正在将凹
进小区的消防通道大门，向外挪移至与
沿街商铺平行位置，防止车辆再插空随
意乱放。

昨天中午，记者再次来到西二环万
强艺术家小区消防通道外，看到3名施
工人员正在对消防通道大门进行拆卸
挪移。一张印有“陕西瑞泽服务有限公
司万强管理处”印章的通知上写着，物
业要在消防通道施工，所有车辆须挪
出，禁止车辆在此停车。原本堵住消防
通道的一大排私家车已经挪走，“久违”
的消防通道终于畅通。

看到消防通道恢复畅通，不少小区
业主表示，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安全负
责，为他人的安全考虑，保持消防通道
畅通，共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
境。希望一些车主看到变化后，能自觉
遵守法规，不要再将生命通道堵住
了。 本报记者葛兰

“久违”的消防通道
终于畅通了

小区消防通道成了停车场 后续

昨天是全国第33个“110宣
传日”，西安警方举行主题宣传
活动，引来不少市民围观。

“师傅，现在假定你回到家
后发现家里进来小偷了，值钱东
西全被偷光，打 110报警时，你
会怎么说？”“喂！我要报警，我
家里被偷了。”上台参与互动的师
傅，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派头。
但旁边的民警，还是摇了摇头
——师傅的声音够响亮，但必要
的信息量不到位，不算是一次“合
格”报警。

“很多人报警时，重要信息
说不全。”民警解释说，“最关键
的是，他没有说清地址。”

民警介绍，现实中，很多人
报警时都会出现这一问题，尤其
是碰到警情比较紧急，报警人情
绪比较激动、慌张的时候，说起地
址，经常是一句“我在哪里哪
里”……根本不包含具体位置。

民警提醒，报警时一定要说

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
何果”这六要素。除了语音和
12110短信报警，在我省还有第
三种选择——微信报警，具有可
自动定位报警地点和可直接上传
图片、语音、视频等证据的优点。

市民可以通过绑定“陕西公
安”微信公众号和“陕西公安
110”微信公众号，实名认证后，
即可在紧急状态下求助使用。

昨天，记者在“陕西公安”微
信公众号里看到，最下方左侧第
一个即为“微信报警”菜单，进入
后有微信报警须知，点击确认后
可选择紧急报警、我要报警、紧
急求助等菜单。

记者在没有进行认证的情
况下分别点击进入紧急报警、
我要报警。两个界面进入后基
本相同，需要填写姓名、电话信
息，同时自动定位会显示出事
件地点和详细地址，下拉需要
填写报警和求助内容，同时还

可上传图片、视频、音频等证
据，下方有勾选内容“同意民警
电话与您联系”，完成这些即可
提交。

需要提醒两点，一是“紧急
报警”功能仅能在未实名认证的

情况下使用3次；二是报警人在
特殊状况下要防止警方回复的
微信被违法犯罪分子发现，应事
先将手机调为静音状态。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实习生杜豆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地铁
站内乘客突然发病，在救助患病
乘客的过程中，看到乘客躺在冰
冷的地上，参与救援的保安小哥
韩牛二话不说脱下大衣铺在乘
客身下，自己就穿着一个单薄的
秋衣冻了20多分钟。保安小哥
感人的举动被路过的乘客用手
机记录，并将视频发布在网上，
赢得网友纷纷点赞。

1月10日，当天参与救援的

西安地铁三号线科技路站值班
站长李露介绍，1月7日晚9点15
分左右，站务人员突然接到热心
乘客报告，一名男性乘客在乘车
过程中突然发病，口吐白沫，浑
身抽搐，请求救援。列车靠站的
过程中，为不影响正常行车，车
站站务员立刻上车，在热心乘客
的帮助下，将发病男子抬下列车
至车站站台。当时意识尚清醒
的男子，对众人说自己头部患有

疾病，示意把自己原地放下不要
动，稍微休息一下就好，并说自
己身上装有药。

站务员随即找来热水帮男
子服药，让男子在原地休息。
寒冬站内地面冰冷，看到男子
躺在地上抽搐，此时 23岁的车
站保安队副队长韩牛二话不说
脱下自己工装大衣铺在乘客身
下，垫在头部，还不时与男子交
流询问病情，了解是否要叫

120急救。
20多分钟过去了，男子身体

状况好转，被转移到车站座椅上
休息，一直穿着单薄秋衣的韩
牛才重新穿上大衣。站务人员
随后通过手机与男子家属取得
联系并说明情况，并征得患者
本人同意，决定由韩牛陪护患
病男子乘地铁列车至丈八北路
站，与男子家人会合，将男子安
全护送回家。

自己挨冻20分钟

地铁保安脱大衣为病人御寒

除了打110 还能这样报警
记者体验“微信报警”全流程

西二环今日试行两套交通优化方案

本报讯（首席记者张晴悦通讯员
裴喆）在女友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支付
宝绑定其银行卡，盗刷卡内资金。近
日，西安市莲湖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对谈某批准逮捕。

2018年八九月间，谈某与被害人
苏某相识，高大帅气的谈某很快俘获
了苏某的芳心，二人迅速发展为男女
朋友关系。沉浸在热恋中的苏某毫
无防备，别有用心的谈某却在交往过
程中暗自探知了苏某的银行卡、手机
密码。

10 月的一天，谈某以充话费为
由，用苏某的手机注册了一个新的支
付宝账号，然后在自己的手机上登录
该账号，并绑定苏某银行卡。自2018
年 10月初至 11月底，只要苏某将钱
存入卡中，第二天就被谈某偷偷取
走。谈某用该支付宝账号从苏某的
银行卡中分 27次转账、套现，从卡内
盗窃 3万余元，苏某竟全然不知。谈
某将卡内资金完全取空后，便向苏某
提出分手。苏某在偶然查看自己账
户时，才发现资金被盗，随后报警。
而谈某被抓获后，所盗资金已全部挥
霍，无法退还。

支付宝绑女友银行卡
男子盗刷3万余元

民警上街讲解“110”报警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