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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文锦）今年是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铺开、全力推
进的关键之年，西安市在村庄清洁
行动基础上全力推进九大行动实
施，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加快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7月11日，农业农村部通报全
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工作情
况中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和重
要措施，同时也是重大的民生工
程。为此，我省对照三年行动方案
提出：到2019年底，全省85%的村
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70%的
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农
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
6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到73%以上。按照目标任务，西安
市画出线路图，定出完成节点，推
进九大专项行动的实施，力争通过
三年努力,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全面提升，形成“百村示范、千村整
治”的格局。

2019年，在 2018年基础上继
续加强 400个以上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年底完成
230个美丽宜居村庄创建工作。
2020年，三年共完成320个美丽宜
居村庄创建工作，重点打造200个

“美丽村庄”。农村人居环境同步
改善，农村道路畅通便捷，生活垃
圾处置体系基本完善，卫生厕所基
本普及，实现粪污处理、生活污水
排放有序，村庄环境整洁，村民环

境卫生意识普遍增强。
到 2020年，西安村庄规划编

制行动实现全市村庄规划全覆盖；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动实现全覆
盖集中收集和处理；村容村貌整治
行动确保全市建成不少于 320个
美丽宜居村庄；农村厕所提升改造
行动让全市农村公共厕所数量增
加1488座，总数达到2732座，解决
农村公共厕所数量不足的问题；绿
化美化行动形成“村在林中、院在
绿中、人在景中”的乡村生态格局，
实现1000个以上的行政村绿化覆
盖率高于25%；“美丽人家”建设行
动达到全市85%以上的村开展“十
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建成乡风
文明一条街，设立善行义举榜。

昨 日 清 晨
6:00左右，明堂环
卫莲湖区西关街
道办事处项目部
的白忠义在晨扫
时，发现丰庆路东
段西雅图对面的
快车道上，有一个
长约1米，宽约40
厘米，深度约2米
左右的黑窟窿。

看到这种情况，白忠义首先想到的是行人和车辆安全，便放下
手头工作，用自己保洁车上的警示墩，把“黑洞”包围起来，警示车辆
绕道慢行。之后又向负责此路段早查的管理人员上报，负责此路段
早查的主管任耀民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项目部办公
室，然后又赶到现场拍照上传到市政平台，并留在了现场指挥交
通。过往司机和行人无不给两位“临时交警”点赞。

文/图 马登乐本报记者高峰

7 月 8 日 下
午，西安市第四医
院领导班子成员
在党委书记屈兴
民的带领下，怀着
崇敬的心情来到
八路军西安办事
处纪念馆，重温老
一辈革命家为了
民族解放不懈奋
斗的辉煌革命历
程，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言，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接受精神洗礼，汲取前进动力。

文/图 武佩妍雷婷本报记者阮班慧

西安市第四医院
开展主题教育

快车道突现深坑
环卫工客串“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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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中医医院西安市中医医院““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盛大开幕盛大开幕

了解“冬病夏治”
关注医院公众号

医护人员为患者贴敷

为发挥中医药特色，宣传“治未
病”理念，推广“冬病夏治”传统特色
诊疗技术，满足市民对中医药服务
的需求，7月12日（初伏第一天）上
午8:30，西安市中医医院“冬病夏
治”盛大开幕。

专家义诊面对面，挂号诊查费全
免。7月12日、7月15日~7月18日
上午9:00至11:30，来自医院17个
科室的专家们将会在门诊1楼大厅A
区医疗街开展义诊活动，免义诊专家
挂号费和诊查费，活动持续一周。全
院17个科室同时开展“冬病夏治”活
动。专家现场开展“冬病夏治”健康
大讲堂，向患者讲授健康知识。

开展“冬病夏治”科室特色介绍
肺病科：率先在西北地区开展

了“冬病夏治穴位中药贴敷防治呼
吸道疾病”，肺病科“冬病夏治”绿色
疗法已经使近30万患者享受到了

“冬病夏治”带来的益处，成为医院
的“金字招牌”。

适应症：支气管哮喘、急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气
肿、肺心病、肺纤维化、尘肺病、过敏
性鼻炎、慢性咽炎等及中医辨证属
阳虚证或寒热错杂、或虚寒为主的
患者及反复感冒的亚健康状态。

儿科：“冬病夏治”已经开展了
几十年，护佑了三秦大地几代孩子
健康成长。“伏九膏”配方是针对小
儿的生理病理特点研制而成。上等
药材，专业炮制、现用现配。根据孩
子病情、体质辨证选穴。

适应症：以虚寒证表现的反复
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过敏性鼻
炎、哮喘、遗尿、厌食等疾病。

耳鼻喉科：结合30余年的“冬病
夏治”经验，选用温热助阳的药物，
坚持古法制膏，可起到温阳益气，健
脾、补肾、益肺，祛风散寒，通经活
络，调节脏腑功能的目的。

适应症：慢性鼻炎、过敏性鼻
炎、慢性鼻窦炎、慢性咳嗽、支气管
哮喘、慢性咽喉炎、体虚感冒、气道
高反应等疾病。

针灸推拿康复科：采用道地药
材，配方精良，并配合三伏灸，针刺、
刮痧、理疗以及内服温养阳气的中
药等，疗效显著。

适应症：阳虚贴：腰酸、四肢发
冷为主要症状的老弱人群；消化贴：
慢性胃炎、慢性肠炎、消化不良等消
化系统疾病；呼吸贴：体虚感冒、慢
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关节贴：关
节疼痛为主要症状的疾病。

脾胃病科：通过扶正固本，温补
阳气，祛除寒气，健运脾气，对胃肠道
疾病有很好的疗效，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反响，而且就诊患者也逐年增加。

适应症：慢性胃炎、消化性溃
疡、胆囊术后综合征、慢性胰腺炎、
结肠炎、功能性胃肠疾病等属中医
脾胃虚弱或虚寒者。

老年病科：在以往“三伏贴”的基
础上增加了“三伏饮”、针灸埋线、中
药熏蒸、中药离子导入、艾灸、药浴以
及中药内服等治疗手段，西安市名中
医邱建强教授团队为患者量身定制
专业的“冬病夏治”治疗方案。

适应症：冠心病，肺心病，慢性
心功能不全等循环系统疾病。慢性
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
吸系统疾病。颈肩腰腿痛，骨质疏

松。慢性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消
化系统疾病。

脑病科：“冬病夏治”特色治疗：
足底贴敷千里健步散；归原膏+中药
足浴治疗失眠；自制浴足方治疗中风
后遗症（肢体疼痛）；督脉灸等。

适应症：眩晕、头痛、神经衰弱、
失眠及亚健康人群属阳虚、阳虚血
瘀型体质者。

骨伤科创伤关节病区：“三伏
贴”是由多名临床经验丰富的老专
家研制而成，采用地道中药材，选材
讲究，添加秘传药引，疗效显著。

适应症：膝骨关节炎、髋骨关节
炎、踝骨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肩周
炎、肩袖损伤、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跟
痛症、寒湿痹阻性肌筋膜炎，各类风
湿骨病。

骨伤科脊柱病区:推出针对骨
科脊柱疾病的“三伏贴”疗法,具有
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的作用。治疗
因虚寒所致的骨科疾病。

适应症:寒湿痹阻型颈椎病、腰
腿痛、强直性脊柱炎、眩晕症等骨科
相关疾病。

男 科：男科患者具有“阳常不
足”的体质特点，往往在秋冬寒冷季
节发作或者加重，严重影响到患者
的生活质量。而男科冬病夏治就是
帮助清除这些“伏邪”的利剑。

适应症：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
增生；性功能障碍如阳痿、早泄、性欲
低下等；生育障碍患者；体质虚弱表
现为乏力腰痛，畏寒怕冷，抵抗力弱，
纳差便溏，睡眠欠佳等亚健康人群。

内分泌风湿免疫科：在“冬病夏

治”方面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开
展穴位贴敷十余年，临床效果显著、
操作简便、费用低廉、无明显副作
用，受益患者上万人。

适应症：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引起的各项颈、肩、腰腿痛等。

肝病科：“冬病夏治”特色治疗
有夏季养肝之养肝醒脾贴；“醒脾益
肝”茶；中药足浴治疗：肝病科足浴1
号方，肝病科足浴2号方。

适应症：肝病患者：慢性肝炎、肝
硬化、脂肪肝、酒精肝；酗酒、熬夜、易
怒、精神紧张或处于亚健康人群；临
床上出现两胁不适、头发干枯、双目
干涩昏花、指甲软薄、失眠、多梦等症
状，提示肝脏功能失调患者。

肾 病 科：很多病人在冬季尿蛋
白上升，肌酐也会大幅度上升。冬病
夏治中药穴位贴敷治疗肾病，其原理
是药物透过皮肤吸收，可直达病处，
达到有效缓解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适应症：肾炎、肾病综合征、肾
囊肿、多囊肾、肾衰竭、尿毒症等。
冬季会明显感觉神疲乏力、精神不
振，畏寒怕冷、肢体浮肿、筋骨萎软，
性功能减退，尿少或夜尿频多，甚至
虚喘气短、咳喘痰鸣，五更腹泻等。

治未病科：推出适合夏季调补的
内治法——夏季膏方，与外治法结
合、内外共调，达到扶阳滋阴、养心安
神、健脾开胃、消暑益气的功效。

适应症：亚健康状态调理；慢性
病调治；大病及手术后病人的康复调
养；予延缓衰老者；小儿脾胃失调者。

皮肤科：经医师辨证施治后均适
合“三伏贴”治疗。皮肤科为肤质敏感
的患者选择最温和、最科学的组方。

适应症：慢性荨麻疹、慢性湿
疹、银屑病、成人型痤疮、复发性单
纯疱疹、扁平疣、硬皮病、冻疮、特应
性皮炎、顽固型过敏性紫癜、反复发
作型斑秃等。

心血管病科：对一些冬季易发
作或加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进行
冬病夏治，可有效减少心血管病的
发作次数及症状等，提高生活质量，
平安度过秋冬季。

适应症：冠心病、心律失常、慢
性心力衰竭。

眼科：眼科“冬病夏治”适用于时
复目痒、瞳神紧小、白涩症、聚星障等
疾病。“冬病夏治”特色治疗：中药穴
位贴敷、雷火灸。

适应症：过敏性结膜炎、虹睫
炎、干眼症、角膜炎等疾病。

西安市中医医
院一站式服务中心
咨 询 电 话 029-
89626201（工作时
间8:00-12:00,
14:00-17:30）
文图李锋华张毅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