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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医院只收现金 市民就医不便
家住生态城家和园小区的何女士向记

者反映，前阵子孩子突然半夜发烧，作为新

手妈妈的她只好半夜打车带孩子去妇幼医

院。由于走得急，何女士只带了手机。到

了医院后，却因为没有现金而无法给孩子

挂号。“心里急得都快上火了。”何女士说，

她当时都急哭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匆

匆抱着孩子在附近找了一家小卖部用微信

换了几百元现金，才终于让孩子成功就

诊。事后，何女士越想越觉得医院的做法

太不便民了。“如今连小卖部、水果摊之类

的地方都能手机支付，大家也都习惯了移

动支付时代的生活。而医院作为公共服务

部门，却只收现金，百姓看病太不方便了。”

为此，何女士希望相关医院能够开通移动

支付，以方便百姓看病。

市民张先生也有类似经历。他告诉

记者，去年冬天他不小心将手弄伤了，流

了好多血。当他忍着剧痛急匆匆赶到核

心区某企业医院后，却因为没有带现金而

无法就诊。无奈之下，他只好忍着剧痛，

找了半天才在一公里以外的一家小卖部

换了现金。“小卖部的店主告诉我，每天都

有不少人找他换现金。”张先生说。

回应

正在逐步推进智慧门诊建设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对新区几

家医院进行了走访。其中，张先生提到的

某企业医院目前已开通移动支付，市民无

需现金即可实现挂号就诊。而何女士提

到的塘沽妇幼医院，目前智慧门诊已完成

初步建设，可实现自助挂号和查询服务，

但缴费功能尚无法使用，目前正在进行相

关技术方面的调试。除这两家医院外，百

姓信赖度较高的港口医院、永久医院目前

均未开通智慧门诊服务，此外还有社区医

院也未开通手机支付功能。

对此，新区卫生健康委信息化与基本

建设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新区卫生健康

委目前正在逐步推进新区医院智慧门诊

建设。截至目前，新区三级医院智慧门诊

建设工作已全部完成并投用；二级医院中

有部分医院完成了智慧门诊建设，其中包

括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塘沽妇幼医院、大

港医院、大港中医院、大港油田医院。“滨

海妇儿保健中心智慧门诊目前正在建设

中，汉沽片区暂时还没有医院完成智慧门

诊建设，因为涉及到医院搬迁工作，等医

院搬迁结束后我们会尽快启动智慧门诊

建设。”工作人员说，此外还有港口医院、

永久医院等一些企业医院，因为其具有一

定的自主性，且与企业银行账户挂钩，目

前智慧门诊建设尚存在一定困难。其余

的医院和20家社区医院将于近期打包建

设，按照计划将尽快实现智慧门诊全覆

盖，尽最大努力方便百姓就医。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12日入伏，

以“冬病夏治”“春夏养阳”为依据的传

统中医疗法“三伏贴”又成为大家关注

的热点。哪些人可以贴？怎么贴？需

要注意什么？新区哪些医院可以贴？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新区多家医

院的中医科专家。

◎谁要贴？

1.呼吸系统疾病：虚寒性的支气管

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肺气

肿、肺心病、过敏性哮喘、慢性咳嗽、慢

性鼻炎、慢性咽炎、反复感冒等。

2. 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胃痛、慢

性胃肠炎、慢性腹泄、消化不良、厌食、

便秘等。

3.骨关节疾病：颈椎病、肩周炎、腰

痛、腰椎病、风湿病、类风湿关节炎、退

行性骨关节病变等。不适用于器质性

骨关节病或外伤的患者。

4.妇产科疾病：月经不调、痛经、

产后头痛、坐月伤风等。反复泌尿

系感染、前列腺炎等脾肾阳虚者也

可贴敷。

5.小儿疾病：体虚易感、哮喘、支气

管炎、消化不良、厌食、遗尿、生长发育

迟缓等。

6. 调理（治未病）：免疫功能低下，

阳虚体质，气虚体质，亚健康等。

◎注意嘛？

1. 贴敷时间：儿童 2-3 小时，成人

4-8小时。

2.如果贴后自觉局部有灼热感，出

现剧烈痒、痛、起泡反应，请提前将药膏

取下。

3.请勿自行延长贴敷时间，以免影

响后面的治疗。

4.贴敷后局部出现发红、微痒属药

物正常反应，严重过敏症状较少见，常

与患者过敏体质有关，请患者提前告知

医生。

5. 清淡饮食，少吃辛辣刺激食物，

不要贪凉，不要做剧烈运动。

◎去哪贴？

1.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中医科

咨询电话：65665000

2.泰达医院中医科

咨询电话：65202663

3.生态城医院中医科

咨询电话：60122256

4.滨海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消化

内科、老年病科、呼吸内科、肾病科、儿

科、治未病科、妇科均可。

“他家把废品都堆到别人家窗户下

面了，一开窗就能闻到难闻的气味，而且

万一有个零星火点，会造成无法挽回的

后果。希望相关部门给予处理。”近日，

大港街道双安里社区居民拨打本报热线

称，一楼住户常年收集废品堆放在楼下，

不但影响环境，而且存在火灾隐患。

当记者来到大港街道双安里社区

27号楼时，看到大港街道综合执法大队

正在进行执法工作。在现场记者看到，

这户一楼的住户堆放的物品既有各类

饮料瓶，又有各式各样的废旧家电，还

有一些家具的边角料。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户居民乱堆乱放的行为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他们也常对这户居民进行说服

教育，并让其尽快清理，但是收效甚微。

记者随后就堆放杂物的问题对该

住户进行了询问。“这是从宾馆收来的，

已经卖了很多了，剩下的也会逐渐卖

掉。”面对记者的询问，该居民辩解道。

随后，大港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的执

法队员对这户居民的行为进行了正式

执法告知，并向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门外任何堆物、杂物都不能放。责令

您把东西清走。如果您以后还堆放，要

受到相关的法律制裁。”综合执法大队

的队员表示，《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明确规定，在居民区道路、楼道等公

用部位堆放物品的，由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并责令清除；拒不清除的，强制清

除，费用由违法责任人承担。

昨日，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垃

圾已被清理了一部分。综合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限其本周内清理干

净，否则将进行强清，并根据《天津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对其进行处罚。

记者 张爱萌

收来废品乱堆放
影响环境存隐患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下达整改通知 逾期未改将受罚
记者记者 张爱萌张爱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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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近期，新区接连出现

雷雨天气，降雨为深处酷暑中的我们送来丝丝

清凉。7月12日正式入伏，气温也会一路小跑

到31℃。伏天的到来，意味着高温高湿的“桑

拿天”将逐渐成为天气“主角”。

在降雨的影响下，本周工作日以来，新区

并没有出现高温天气。不过湿热的苗头已经

有所显现，尤其是11日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回

升至28℃，但由于湿度较大，午后的体感还是

稍显闷热。

12日将进入一年之中最热的一段时间——

伏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会一路小跑升至31℃，

夜间最低气温为22℃，拉开了晴晒闷热双休日

的序幕。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周日最高气温

将上升到34℃左右，闷热的感觉将更加明显。

三伏天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开

启“蒸煮模式”或“烧烤模式”。据了解，“三伏”

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初伏”和“末伏”

都是10天，“中伏”天数不固定，有时10天，有

时20天，这由夏至与立秋之间出现4个庚日还

是5个庚日来决定，4个庚日就是10天，5个庚

日则是20天。具体到今年的“三伏天”来说，7

月12日至7月21日为“初伏”，7月22日至8月

10 日为“中伏”，8 月 11 日至 8 月 20 日为“末

伏”，共计40天。

时报讯（记者 田敏）“正常的水泥路和步

行道现在都被破坏了，导致出行难。”近日，市

民吴先生致电本报热线称，小区道路由于敷设

管道导致路面受损，一直没有被修复，居民出

行十分不便，“一旦下雨路面坑洼泥泞，十分难

行。如今正值雨季，不知何时能解决。”

吴先生是滨海智谛山小区的居民，他告诉

记者，去年小区外围敷设排水管道，施工后导

致正常的水泥路和步行道面目全非，特别是南

侧，重型车碾压出众多裂缝，事后施工方并未

做相应补救。“当时说工程完工后，就会进行全

部修复，但工程完工至今都没见行动。”吴先生

表示，马上进入雨季，小区外围道路还是坑坑

洼洼，很容易造成道路积水，因此希望能尽快

解决居民出行难的问题。

针对吴先生反映的问题，新区水务局回复

称，经调查，居民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智

谛山小区南侧希望路于2018年进行了排水管

道安装，现剩余米兰世纪小区北门位置60米

管道未进行施工。未施工原因是米兰世纪小

区居民反对该部位施工。现相关部门正在与

该小区进行协商，待协商完成进行施工后，就

将对该部位路面进行整体维修。

埋管道损伤路面
不知何时能修复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摄

影报道）7月11日，在新区一封闭路段，新区公

安局多警种联合作战，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将两

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这是新区公安局在全局开展的突发事件

应急演练现场。随着现场指挥官的一声指令，

各参战单位及警种之间周密配合、协同作战，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共同努力，参战官兵最终在

新区一封闭路段预设的查缉地点成功拦截嫌

疑车辆，并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多警种联合作战
半小时抓获“嫌疑人”

晴晒闷热双休日
开启“桑拿”模式

今日入伏
开贴“三伏贴”

移动支付时代 看病却遇尴尬
回应：正在逐步推进新区医院智慧门诊建设

■ 时报记者 韩春霞 报道

“猕猴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双胞

胎极为罕见，据说概率约为万分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猕猴双胞胎。”58岁

的王文来已在河滨公园动物园里的猴

山当了三年饲养员。5月24日早上，他

像往常一样进入猴山打扫卫生，刚一进

门就惊喜地发现猕猴“王后”诞下了一

对双胞胎。

“也许是我进门让它觉得有了威胁，

它直接抱着一只小猕猴跑了。”眼看着猴

妈妈抱走双胞胎中的一只猴宝宝，另一

只却舍弃在原地，长时间不管不顾，王师

傅惊喜之余，开始犯了难。为了不让刚

降生的小猕猴夭折，王师傅便把这只被

猴妈妈舍弃的猴宝宝抱出猴山，进行人

工喂养。众人商议之后，王师傅给猴宝

宝取了一个名字——“重生”。“意味着它

重获新生。”王师傅解释道。

从此，王师傅开启了 24 小时育婴

式养猴模式。他每天都会抱着“重生”，

定时给它洗澡，每隔三个小时喂一次奶

粉，偶尔闲下来抓紧时间洗尿布。“小动

物也和人一样，你要是对它好，它就对

你好。早上起来它不吵不闹，饿了就在

我拖鞋上轻声叫，不会打扰人。”王师傅

看着一见面就直接扑向他的“重生”，一

脸幸福地说。

“‘重生’一天天长大，满月之后吃奶

也渐渐正常了，就转交给我们饲养，现在

和我们可亲了。”从山西农大动物医学专

业毕业、在动物园做了三年兽医的何苗

抱着“重生”在园内遛弯，引来不少游客

围观。记者留意到，何苗白净的胳膊和

小腿上，一道道新旧抓痕异常明显。

采访时，记者在猴山也见到了“重

生”的“王后”妈妈和它怀里的双胞胎兄

弟。“相比之下，‘重生’个头更大，动作也

更灵活，说明大家的爱和付出没有辜

负，这让我们也异常欣慰。”何苗说。

“猕猴的哺乳期一般是四个月，现

在刚一个半月。等过了哺乳期，应该也

不能放回猴山了。我们计划把它单独

放在一个笼舍，让它组建自己的小家

庭。”在动物园做了13年兽医的刘元龙

一边给“重生”洗澡，一边告诉记者。据

他介绍，这对双胞胎猕猴并不是河滨公

园动物园诞生的第一对双胞胎，之前诞

生的双胞胎有一只生下不久就夭折

了。这次照顾“重生”，他们也是在边学

边做，尽量在遵循猕猴生长习性的前提

下，进行人工饲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移
动支付时代的到来，出门不
带现金只带手机成为了许多
市民的习惯。大家平时需要
买什么东西，只需拿出手机
轻轻一扫，交易即可完成。
但是让人尴尬的是，只带手
机不带现金去部分医院却行
不通。由于新区部分医院没
有开通手机支付功能，只收
现金，给前来就医的市民带
来了许多不便。

■ 服务信息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一个半月前，河滨公园动物园猕猴“王后”诞下一对双胞
胎。因为“王后”抚养能力有限，其中一只猴宝宝被园区工作人
员带出猴山进行人工饲养。从此，开启了一段人猴奇缘……

人猴

缘缘
何苗何苗（（右右））和和““重生重生””

刘元龙刘元龙（（左左））给给
““重生重生””洗澡洗澡

奇奇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注关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