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到三峡必有诗。”奉节这块
奇妙的山水，给了历代诗人无尽的
灵感，而人们的歌咏也让奉节平添
了不少灵韵。历代著名诗人李白、
杜甫、白居易、陆游等都曾登白帝
城，游夔门，并留下了大量诗篇。
故白帝城又有“诗城”之美誉。

“我们将以《归来三峡》开演为
引爆点，办好第二届“中国·白帝
城”国际诗歌节，策划配套文旅、城
旅、农旅、商旅、体旅融合活动，做
靓生态康养、行摄旅游、诗歌朝圣、
美食体验、科考研学五张名片。”奉
节县县长祁美文介绍，悠久的历史
文化和令人心醉的生态环境是奉
节发展的两大＂宝贝＂，奉节将大
力实施“文化旅游开发”行动方案，
唱响“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核心
品牌。

据了解，为打造“长江三峡第
一旅游目的地”和“全域旅游示范
县”，奉节县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决定将《归来三峡》项目作为旅游
转型发展的拳头项目。《归来三峡》
以诗词文化、三峡文化和优美的地
域风光为主要内容，再现诗情与战
火的交融，让观众在演出中亲身体
验长江三峡壮美的自然景观、巴渝
大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古人创作诗
词意境及古代战争场面的情景再

现。通过该项目改变奉节初级旅
游发展模式，推动奉节核心景区转
型升级，走出一条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之路。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奉节将推
进白帝城·瞿塘峡创建5A级景区，
启动竹枝歌舞申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申创龙桥河、百草原旅
游环线、关门山渡口坝4A级景区，
夔州古建筑群、青龙大窝景区、咏
梧红岩文化等 3A级景区，打造一
批精品乡村旅游景点。改造提升
宝塔坪特色文化街区、滨江文化公
园，新规划打造草堂湖环湖文化旅
游带，推进白帝城大遗址保护工
程，提档白帝城陈列。深度开展跨
区域合作，当好长江三峡旅游“金
三角”一体化建设轮值主席，实行
抱团发展。丰富旅游产品，推出夔
府宴、李白酒、三峡菜等20种以上
特色菜品，丰富“三峡第一桌”主题
美食。推动夔州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升级三峡古木雕刻、
蜀绣等产业，与市川剧院联合出品
川剧《江姐》。强化旅游宣传营销，
吸引游客畅游奉节。

“我们将力争实现全年购票游
客突破115万人次，过夜游客达到
9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6亿
元，分别增长30％以上。”祁美文说。

垃圾场变绿化带
让群众过得舒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重庆商报讯 日前，大渡口区八桥镇
凤阳村活动室，30多位村民和镇、村有关
负责人坐在一起举行新年茶话会，盘点
过去一年村里办的件件实事。

“我感到最舒心的是，你们把垃圾带清
理干净了，还整得这么漂亮。”村民赖国梅两
年前住进凤阳小镇安置房小区，但小区一块
空地上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不断增多，让
赖国梅感到十分烦恼。去年9月，凤阳村组
织党风廉政义务监督员和志愿者，将这片垃
圾带清理得干干净净。在区安监局民生服
务团帮助下，村里买来麦冬和50棵小叶榕，
将这片垃圾带改造成了赏心悦目的绿化带。

“我感触最深的，是现在有了围墙，路
过悬崖时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村民何
开杰所说的是朝凤路，路旁有一个高十几
米的悬崖，小朋友在附近玩耍很危险。区
安监局民生服务团及时拨付资金并多方协
调，最终修建完成400米的围墙。

《归来三峡》年内上演：
“文化生态”大戏让你“醉”在奉节

胎儿面临30分钟生死大考 医生2分钟“救”出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柯
实习生 周凇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三波

广告

城事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编辑 冯盛雍 版式 秦刚 图编 任琦 王小村 校对 汪敏

A04

孕妇被紧急送往手术室 通讯员 马君如 摄

她疯狂跳绳2000下
结果膝关节肿了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重庆商报讯 天气再冷也抵挡不住
运动的热情。然而家住新桥正街的李女
士跳绳猛跳了2000下后，因为用力过猛，
膝关节受伤肿涨，连路都走不了，她不得
不在家人的搀扶下到医院医治。经过初
步诊断，李女士只是一般的关节损伤。

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划破了夜
晚的宁静。一名体重两斤8两的
女婴呱呱坠地，母女平安。然而
却在20来分钟前，这位母亲被查
出胎盘早剥，渝北区妇幼保健院
医护人员立即开启绿色通道，儿
科医生、麻醉师、助产士立即行动
起来，一场紧急手术就此展开。

“胎盘早剥危害性很大,如果
胎儿在30分钟内没有成功从母亲
腹中取出，胎儿将终止生命。”昨
天，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当事医生
向记者讲述了当天的经过。

34周孕育 查出胎盘早剥

前天晚 8 时许，值班医生刘
亚玲巡病到 36 号病床前，小美
(化名)是一个已经怀孕 34周，因
妊娠期胆汁淤积症合并胎儿生长
受限而住院治疗的孕妇，已经住
院6天。

“你还有什么和往常不一样
的感觉吗？”“肚子痛还有出血。”
这就引起了刘医生的警惕性，赶
紧将小美扶进检查室。进一步
检查后，刘医生凭借经验认为，
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先兆早产，当

务之急需要排除此病例有无胎
盘早剥。

刻不容缓，医护人员第一时
间将小美推到彩超室，同时请示
产科王文美主任到场。.通过王主
任的检查,发现小美此时的子宫
硬如板状,彩超检查结果指向胎
盘早剥。

三分钟救援 开辟绿色通道

胎盘早剥唯一的方法是即刻
剖宫产娩出胎儿，新生儿才有生
存的希望，母亲才有保留子宫的
机会。王主任暗自思忖“必须要
在半小时之内将胎儿取出。”

王主任和刘医生立即将小美
从彩超室往手术室转移。与此同
时,刘医生赶紧返回医生办公室，
通知手术室做好接诊急诊手术一
切准备。

整个产科如临大敌，但他们
有条不紊，临危不惧。王主任介
绍,通常从家属签字,手术准备再
到进手术室需要1个多小时。当
天在医护人员的护送下,小美从
彩超室到手术室仅用了三分钟.

两分钟手术从腹中取出胎儿

当晚 9:35,小美成功被移送

到手术室;9:40,采用腰硬联合麻
醉;9:48,开始剖腹产手术.手术室
里所有人都是跑步前进，麻醉，开
包，消毒，快速打开腹腔,切开子
宫的瞬间，鲜血和暗红色的凝血
块大量涌出。9:50,胎儿被成功
取出。

当婴儿被成功从腹中取出的
一刻,全手术室里的医护人员流
出了幸福的眼泪，婴儿是一名女
婴,重两斤8两,由于是早产儿且
体重极低,婴儿当天晚上被移送
到了市妇幼保健院。

“好在发现病情及时，明确诊
断及时，手术做得更是及时，产妇
的出血量在人体代偿范围内，因
此也不需要输血。这是我们全部
人希望看到的结果。”该院孕产保
健部部长谢煜欣喜地说道，胎盘
早剥是妊娠晚期的一种严重并发
症，发病急、进展快，若处理不及
时，可危及母女生命。常见于妊
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如果孕妇
在妊娠中后期感到头痛、头昏、眼
花及下肢水肿等表现，并在产前
检查中发现血压增高，蛋白尿和
浮肿等情况，就要及时作出妊高
症的诊断，予以积极有效处理措
施，控制妊高症，防范胎盘早剥。”
据介绍,今年该院已有5例成功救
治胎盘早剥案例。

重庆商报讯 “快！胎儿脐
带脱落，孩子生命有危险！”1月
11日下午3点51分，在市中医院
待产室，助产士文静在为产妇做
阴道检查时，发现胎儿突然出现
紧急状况——脐带已脱落到宫
颈外口，胎心也突然下降。文静
来不及多想，直接跪在病床上，
半弯着腰，两根手指保持着“托

举”脐带的动作。
为了减少搬动给产妇带来

的安全隐患，妇产科副主任医
师何霞决定直接在病床上对病
人实施紧急手术。在何霞对面
辅助的妇产科主任王晓霜也没
多想，直接跪在了病床上，协助
何霞实施了手术。4 点 12 分，
孩子顺利分娩，当听到胎儿响
亮的啼哭，大家悬着的心终于
落地了。

相关新闻

脐带脱落来不及进产房 医生跪着为产妇做手术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瑜

在奉节，既有古人
留下的一首首千古绝
唱，也有白帝城、瞿塘
峡、天坑、地缝等让游人
流连忘返的景观，还有
酸甜适度，汁多爽口，余
味清香的奉节脐橙。厚
重的文化底蕴、多样的
旅游景观、丰富的自然
资源让奉节迎来巨大发
展机遇．．．．．

昨日，记者从奉节
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上了解
到，今年奉节将着重实
施好文化旅游开发、交
通物流建设和乡村振兴
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
实现今年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11%左右的经济社
会发展预期目标。另
外，由张艺谋导演操刀
的大型山水实景演艺项
目《归来三峡》将在今年
内上演，推动奉节走出
一条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新路。

“园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
奉节，是浸润在诗中的城市，也是
散发着橙香的城市，特产“奉节脐
橙”是中华名果，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脐橙既是奉节的一大特产，也
是许多农民重要收入来源和新的旅
游示范产业。

“今年将新建标准化脐橙果园
3万亩，综合产值达到24亿元。推
进中国长江柑橘博览园建设，高标
准打造朱衣砚瓦、永乐大坝、安坪
三沱、白帝九盘、白帝铭阳5个橙旅
融合示范点。”祁美文介绍，奉节将
发展好以脐橙为代表的现代农业，
实施“现代农业增效”行动方案，加

快发展“4+3+X”现代农业，农业增
加值增长5％以上。

“除了脐橙，还要发展好其他现
代农业产业。”祁美文说，今年奉节
将提升油橄榄种植管护水平，新建
标准化基地2万亩，建成初加工生
产线2条。抓好中药材、蚕桑、山羊
等产业发展。稳定粮油种植面积，
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打造南龙
桥、北平安蔬菜基地。稳步扩大“两
烟”经营规模，“三峡之巅”地域品牌
卷烟全面上市。全面推进土地确权
颁证，开展农村“三变”改革试点，加
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农村
改革的聚合集成，全面激活农村资

源要素，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今年将更加注重深度贫困乡

镇，更加注重脱贫质量，更加注重
精准帮扶稳定脱贫，更加注重激发
内生动力，更加注重开发式与保障
性扶贫。”祁美文介绍，“通过发展
现代农业，加快实施脐橙深加工、
油橄榄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实现产
业扶贫。奉节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紧紧围绕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一达标”要求，扎实推进精准施
策，做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危房
改造等，突出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到
户到人，全面完成户脱贫、村销号、
县摘帽的目标任务。

《归来三峡》年内上演：文旅融合唱响奉节旅游核心品牌

奉节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在交通配套设施方面也需积
极部署。

据祁美文介绍，奉节将实施
“交通物流枢纽”行动方案，抓好全
市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机遇。
按照高铁建设“加快”的要求，全力
营造郑万高铁良好的建设环境；按
照高速公路“加密”的要求，开建奉
建高速、寂静互通，开展万州至巫
山南线高速、巫溪至开州高速平安
互通前期工作；按照国省县道“加
等级”的要求，建设国道兴隆至太
和、二溪沟至八阵，省道关门山大
桥及连接道、竹园至平安、幸福中
学至小治等工程；按照小康路“加
硬”的要求，建设 100 公里村民小
组通达工程、300公里村民小组通
畅工程。建设8个中心乡镇客运车
站，建成31个农村客运招呼站。

另外，奉节还规划了渝东商贸
物流园，推进夔门物流码头、宝塔

坪旅游码头、红湾子货运码头建
设，新建兴隆、公平等8个物流配送
中心，打造“一园三区八中心”货运
物流格局。

“在打造交通物流枢纽的同时，
奉节将全力推进宜居城市建设。”祁
美文称，按照私建并举的思路和生
态城市、人文城市、智慧城市、宜居
城市、旅游城市的目标定位，高标准
完成城市拓展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完成高铁站场、高速公路西互通方
案设计。全面完成朱衣、鱼复、夔门
棚户区改造拆除清表，实施草堂、永
乐片区棚户区改造。深化城市管理
专项治理，加大违法建设、占道经
营、占道停车等整治力度，根治毁绿
种菜行为，规范宠物放养，推行公厕
24小时开放，下大力气治堵、治脏、
治乱。加强物业管理、社区自治和
社会治理，加大城市净化、绿化、花
化、亮化、美化、文化力度，强力推进
屋顶绿化等。

致力畅通奉节：打造区域交通物流枢纽

全面发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今年奉节将引入‘互联网+’
建设乡村旅游大数据，打造网上村
庄服务站 25 家，上线运营农家乐
80家。”祁美文说，“壮大观光采摘、
农耕文化体验、休闲游憩等生态休
闲农业，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 30
个，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壮
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引导支持村村
有集体经济主营收入。”

据祁美文介绍，在发展乡村旅游
基础上，还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奉节县按照“八个坚持”和“七个
之路”，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

过城乡环境整治、农村厕所革命、清
洁家园、和谐邻里等具体的项目、计
划、行动，启动平安乡示范乡、南岸沿
江示范片建设，实施“改厨、改厕、改
水、改院坝、改立面、改环境”。还要
加强以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和村容村
貌提升为主攻方向的农村突出环境
问题综合治理，加快全县土坯房改造
进程。同时，完善村规民约，强化村
民自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的乡村治理体系。

祁美文称，奉节将根据自己的特
点，注重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

驱动”，启动全市首批县域创新驱动
示范县创建，建成油橄榄产业技术研
究院、纳米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4
家。重点培育眼镜制造、纳米材料、
生物制药、食品加工、新型建材等科
技型企业40家，申报专利100件，发
明专利10件。启动大数据中心建
设，建设全县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
单位信息资源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
理基础信息库。建成“互联网+政务
服务”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推
动“群众办事不出村”融入全市政务
服务平台，消除“信息孤岛”。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打好脱贫攻坚战

夔门红叶

夔门美景夔门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