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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未排空渗滤液
严禁上路运输

所有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必
须保持箱体无垃圾夹带、拖挂，无
渗滤液滴漏，车容车貌整洁。进
入江村沟垃圾填埋场的车辆，在
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时，必须按规
范要求，先在压缩站内进行压缩
处理，后排水式箱体压缩完毕后
保持箱体倾斜45度，至少停滞30
分钟，确保箱体内渗滤液全部排
入污水管网或收集池，前排水式
箱体在压缩过程中必须打开排水
阀门，压缩箱压缩完毕后保持箱
体水平停留5-10分钟，确保箱体
内污水完全排出，车辆起吊后直
接出站，不需要箱体倾斜，未排空
渗滤液的车辆严禁上路运输。

二次渗滤液
不得排入填埋场

清运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再次
产生的渗滤液，要确保不发生沿
途滴洒漏问题。要求西安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固体处加强对
入场车辆的监管，入场车辆在倾
倒垃圾过程中，不得打开收集箱

排水阀门，确保二次产生的渗滤
液不排入填埋场。清运车辆须在
当日倾倒垃圾返回后，及时清理
排空收集箱内积存的渗滤液。对
垃圾压缩箱体排水设备损坏和堵
塞，污水无法正常导排的，要立即
进行维修和疏通，确保箱体污水
能够畅通排出。

垃圾压缩站异味不得扰民

加强垃圾渗滤液收集和排放
管理，确保渗滤液全部排入污水
管道或收集池，确保地面无渗滤
液乱排乱流。垃圾进入料斗前，
要按要求对袋装垃圾进行破碎，
使袋内液体顺利流出，对进站的
餐厨垃圾要先利用过滤桶进行干
湿分离后再进行压缩处置。要按
作业要求对地面进行冲洗和药物
消杀、除臭作业，防止异味扩散影
响周边群众生活。按规定做好日
常运行和设施设备保养记录，如
实建立垃圾清运台账，做到垃圾
压缩站的垃圾日清运量统计和各
类记录规范清晰。定期对全市所
有生活垃圾收集站点进行冲洗和
消杀除臭作业，保持周边环境整
洁，桶箱台站即满即清，确保生活

垃圾不落地、不堆积，日产日清。

监管不力将严肃问责

江村沟生活垃圾运输主通道
及填埋场专用道路必须按要求及
标准进行清扫、保洁、冲洒、除
臭。各辖区设置检查点，存在问
题的车辆坚决不允许上路清运。
对经检查或投诉举报违反规定，
特别是渗滤液沿途滴漏的车辆，
将责令停驶一周整改，并对车辆
管理单位给予全市通报批评；对
在一个月内累计有2次违规纪录
的，属专业环卫车辆的，车辆停驶
一月整改，并对车辆管理单位给
予全市通报批评；属社会单位车
辆的，将取消清运资格，责令退出
清运市场。凡发现压缩站未按规
范要求作业，导致清运车辆沿途
滴洒漏等问题发生的，除车辆停
驶整改外，还将对相关单位责任
人严肃处理；对重视不够、问题较
多、工作不力的区(县）城管局、开
发区市容环卫部门相关工作人员
和责任领导将建议纪检监察部门
进行问责处理。

首席记者赵丽莉
实习生杨裕康安馨雨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实习生
杨裕康）7月23日10时50分，夏季
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正式登
场，西安最高气温达到34℃，未来
几天，关中东部地区的人们可能要
面对几天高温天气了。

省天气预报说，7月24日，陕
北、关中多云转阴天，陕北北部有
阵雨，陕南阴天有小雨，陕南西部
部分地方有中雨。25日全省阴
天，陕北有阵雨或雷阵雨，关中、陕

南有小到中阵雨。26日全省多
云，陕南大部有小雨。省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潘留杰介绍说，根据目前
的气象观测显示，从23日开始到
25日前后，我省局部地区主要是
关中东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5℃以
上的高温天气。

西安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
天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22 ℃—34 ℃；今晚到明天阵雨转
多云，26日晴间多云。

关中东部地区将现高温天气

没有规划手续，也没有申请
办理相关手续，西安市翠华南路瑞
禾社区一栋4层砖混结构的楼房
被曲江规划部门认定为违法建
筑。7月22日，曲江城管、规划、公
安、安监等多个部门依法对该违法
建筑予以强制拆除。

在拆除前，西安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曲江分局执法人员
多次到瑞禾社区对违法建筑和周
边环境进行勘察，确保在拆除时万
无一失。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22
日拆除工作正式启动。当天8点，
曲江城管、规划、公安、安监等部门，
在电力公司、通信公司、拆迁公司、
监理公司的配合下对该违法建设
进行依法强制拆除。虽然当时下
着大雨，但拆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执法人员首先对现场安全
进行检查，拉起警戒线设立安全区
域，电力公司和通信公司的工作人
员分别对违法建筑进行断电和拆
除通信设备处理。排除一切安全
隐患后，两台破拆机开始拆除工
作。这次违法建筑拆除共出动执
法人员30人，专业拆除人员10人，
电力通信专业人员10人，两台破
拆机和一辆洒水除尘车，拆除面积
约1300平方米。当天15点，该违
法建筑被完全拆除后，执法人员对
现场渣石进行履盖，并对周边道路
进行清理，保证小区业主的出行。
随后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并做好和
瑞禾社区的相关移交工作。

首席记者赵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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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禾社区4层楼无手续被强拆西安开展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整治活动

垃圾压缩站异味不得扰民
记者昨日获悉，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多雨及瓜果大量上市致原生垃圾含水率急剧上升，渗滤液产

生量不断增大，给江村沟填埋场渗滤液安全处置带来巨大压力。为坚决整治生活垃圾收运管理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从即日起到10月31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生活垃圾收
运管理百日大整治活动。

李晓燕 温柔分娩的温暖体验
“怎么能让产妇不怕

生孩子？”刚一见面，端庄
大气、和蔼可亲的产科主
任李晓燕，就给笔者抛出
这么一个话题。让笔者着
实有些吃惊。“我们倡导温
柔生产，实施舒适化分娩，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温柔对
待孕产妇，让每位女性爱
上生产，享受生产的过
程。”可是，生孩子哪有不
疼的、不怕的？带着疑问，
笔者走进西安大兴医院产
科诊室和住院病房。

李晓燕，西安大兴医
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教
授。中华医学继续教育产
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陕西省保健协会女性
盆底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陕西省保健协会母
婴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西安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委
员。发表论著多篇，完成
国家级、市级科研课题3
项。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
工作20余年，曾在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中山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台湾台安医
院等交流学习。擅长妇科
宫腹腔镜手术，在内分泌
疾病及危重孕产妇救治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倡
导并推行温柔生产，得到
同行认可，患者的体
验和感受非常好。

产前宣教重中之重
“许多人觉得到生的时候，找个好

医院、好医生也不迟，其实，怀孕期间的
检查和保健，非常重要。”李晓燕讲道，
目前的剖宫产和顺产助产技术非常成
熟。然而，20多年的妇产科工作，让她
看到了太多产妇因为不懂得如何生产、
如何正确喂养，以及因为不良生活习
惯、传统观念、缺乏孕期相关知识，而导
致自己和婴儿出现各种健康问题。为
此，产前宣教占用了她很多精力。

李晓燕说，怀孕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也有少部
人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产生了心理上
和生理上的变化。孕检，我们不光要看
数据和指标是否正常，更重要的是通过
交流，发现她们的问题，及时给予疏导和
解决。有的孕妇对怀孕生产的过程过于
担心，背上了思想包袱，无法自我调解。
她与心理科联合开设快乐孕育门诊，帮
助孕产妇轻松愉快度过特殊时期。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年
轻化，针对糖尿病患者，开设糖妈妈门
诊，帮助孕产妇合理营养、合理运动，控
制血糖，安全度过妊娠期。科室还布置
了一间宽敞明亮的瑜珈室，定期开展孕
期瑜珈课程，增强准妈妈的身体素质，降
低分娩前的恐惧和不安情绪，成了孕妈
们聚会的好去处。除了孕妈，在孕前对
准爸爸进行岗前培训，以便让准爸爸提
前演习、随时做好备战状态。在李晓燕
看来，只要是与分娩有关的、与孕妇有关
的各种因素，医生都要考虑并给予关注。

温柔生产的温暖体验
怎么能让孕妇有一个非常好的感

受？李晓燕讲，首先，妊娠是一件非常
开心的事情。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全
家人一起期待的。所以在平时就诊过
程中，她会要求准爸爸或者长辈陪伴，
家属一起进诊室，调动起亲人的积极
性。让产妇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她一个
人的事，是家人与她一起承担和分享

的。
孕妇小美给我们讲了她的体会。她

说，在36周的时候，产科就安排助产士，
给她们模拟分娩过程、参观待产室。等
到生的那天，进入待产室以后，她就不会
感到陌生，不知所措。而她的家属也通
过录像，看到产房的环境和分娩时的场
景。小美说她能够感受到，在整个分娩
过程中，家属、医生、助产士们，都在她身
边。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为了让孕妇放松，积极配合生产，
李晓燕一直倡导分娩过程的自由体位，
就是孕妇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他
们还开展了吊台接生。分娩之后，助产
士会在第一时间把孩子裸放到妈妈的
腹部，妈妈的体温就会传递给孩子。孩
子趴在妈妈身上，会非常的乖。这个时
候，可以增加他们之间的感情，刺激乳
汁早一点分泌。

除了从精神方面去关注孕妈，医院
还开设了无痛中心，采取孕产妇孕期咨
询、麻醉医生评估、分娩期间有镇痛需
求随时开展的方式。无痛分娩采取椎
管内麻醉置管，持续给予低浓度镇痛药
物的方式。麻醉医生24小时候诊，帮
助孕妇从实质上减轻疼痛，让她们不再
恐惧。李晓燕介绍道，疼痛带来的那种
痛苦，其实是可以承受的。在生产过程
中，通过医生正确引导，有一部分人可
以全程坚持下来。一部分疼痛耐受比
较差的，就采取无痛的方式，这一部分
孕妇占到40%。

除了正常剖宫产、顺产这一类患
者，产科还会遇到非常危重的患者，考

验着医生的诊疗技术和临床经验。李
晓燕讲了她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

2018年11月23日清晨，被120急
救车送到西安大兴医院急诊科时，躺在
抢救车上的小安已经休克。李晓燕立
即启动危重孕产妇绿色通道，手麻科做
好手术准备。上午9点胎儿取出，但真
正的难题这时才显现出来，只见腹腔不
断有鲜红色的血液涌出，小安的血压越
来越低。李晓燕发现这并不是单一的
产科出血，经消化外科、肝胆外科同事
会诊，确诊为脾血管破裂。小安的生命
危在旦夕，一场多学科协作的抢救紧张
而有序地实施。小安的病情非常复杂，
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酸碱平衡紊乱、凝
血功能障碍、电解质失衡、缺血再灌注损
伤、感染等，考虑到患者还很年轻，李晓燕
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给患者保留子宫。
手术很顺利，小安意识恢复后，说的第一
句话就是“活着真好”！度过危险期后，小
安转入了产科病区。在各科室的联合指
导下，身体的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出
院时，小安含着泪光说：“感谢大兴医院医
护人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都不会
忘记，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每一位
患者来到大兴医院，哪怕只有一点渺茫
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能尽最大的可能挽
救她的生命，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李晓燕说。

“袋鼠式”护理呵护新生宝宝
针对新生儿的呵护，她们也自有一

套：自然分娩新生儿，出生后不断脐，趴
在妈妈身上进行“袋鼠式”护理及母乳喂
养。助产士与母亲共同核对确认新生儿
信息后，佩戴手腕带。待脐动脉搏动消
失，助产士在妈妈身上给新生儿断脐。
为了增加准爸爸的参与感，还让准爸爸
体验分娩阵痛、进产房陪产、给宝宝剪脐
带，感受新生儿诞生的喜悦。在病房，笔
者看到，一位准爸爸正在给刚刚生产完
的妻子念“告白书”，“当我看着你带着疼
痛进入产房，我的心如刀割。你是我一

辈子的宝贝，我愿用我的生命来保护
你。”病床上的产妇，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护士长精心安排的一个仪式，提前
让准爸爸写好，在产妇最疲惫、最需要心
理安慰的时候念给她听。

科室在对新生儿进行治疗检查时，
能在床旁完成的尽量在床旁完成。如：
床旁护理新生儿、床旁监测血糖等。为
了更快更准确地区别新生儿，根据专科
特性，她们还制作了妊娠期糖尿病、姓名
相似等提示牌，有了特殊提醒，既一目了
然，更避免了差错。住院期间，护士们教
授产妇母乳喂养、乳皂制作等。出院时，
由责任护士将出院产妇与新生儿护送至
医院孕产妇免费接送车，交由爱心司机
安全护送回家。

脐带和子宫陪伴胎儿直至出生，是
胎儿出生后唯一熟悉的好朋友，助产士
们把宝宝的脐带做成各种有意义的形
状，把胎盘拓印做画，命名《生命树》，寄
托着“生命之树常青”的愿望，祝福宝宝
健康成长。收到这些特殊的礼物，产妇
和家人都激动不已。

一位患者的爱人，写下了这样一首
诗《感在真心》：“晓燕及凤比翼飞，春到
大兴祥和美。梨花如雪似玉洁，更赞红
娇胜玫瑰。”表达他们一家人对李晓燕
及她的医护团队的感谢之情。

在李主任的生活中，工作永远是第
一位的，她的电话是向所有患者公布并
保持24小时通畅。每一个重要的节日
她都在医院度过。正是如此，她常常会
对儿子充满愧疚，“孩子长大是和父母
渐行渐远的过程，我几乎没有好好陪过
他。”但是，看到一个个粉嘟嘟的小可爱
出生，一切压力、疲惫、焦虑的情绪，都
释然了。这份温暖，让她越来越热爱这
份工作。 文/梁红娟 图/阮班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