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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评

PINGLUN

视点 SHIDIAN

普通人 PUTONGREN

近日，沈阳浑南
一名 80 岁老人从超
市购物回家，经过一
饭店时被一条狗从
后边扑上来撕咬，幸

亏民警及时赶到，救下老人。近年
来，宠物犬扰民、伤人事件时有发
生。前不久网络上的“用异烟肼毒
狗倒逼文明养狗”呈现出热议的态
势，而究其实质不过是“以恶制
恶”——“人狗大战”这样打下去，
害人害狗，也有损城市文明。

因为城市化的加速度，养宠风
气日益盛行，公共管理同样需要跟
上。事实上，很多地方对于养犬都
有相关规定。比如北京早在 2003
年就已规定，要求养犬人依法养犬、
文明养犬，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
益，要求携犬出户时，应当有束犬
链，由成年人牵领。然而，在很多地
方，这些规定执行起来都有些力不
从心。如何以强力的执行来配合刚
性的制度约束，如何合理有效地覆
盖因养犬带来的管理成本，都是需

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面对城市“狗患”，公共管理应

该“软、硬”双管齐下，树立规则意
识、涵养文明意识，这既符合最广
泛的公共利益，长远看也有利于城
市养犬文明的发展。软的方面，则
是加大文明养犬的宣传和引导，在
全社会形成文明养犬的氛围和风
气。硬的方面，是指相关法规的落
实和执行，对不文明养犬行为进行
坚决打击。同时也需要使用多元
化、人性化的方式，积极引导养犬
者提升自身文明意识，加强自我约
束。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只要能够
更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形成完
整的城市管理体系，不文明养犬这
一城市病就能得到有效根治。

文明城市呼唤文明养犬，养犬
文明和养犬规则是相互萌发、相互促
进的，最初应源于人们对法规的尊重
和对法规的严格执行。在这个“习惯
成自然”的过程里，只有依靠各界持
之以恒的努力，才能推动我们的城市
向着更加有序、美好的方向前行。

城市养犬
文明与规则要双管齐下
张 健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2 月
19日，在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住院的朱女士，只用两三分钟就在
自己的病床旁办好了出院手续。“真是
太方便了！不用病人或家属再楼上楼
下排队办手续了。”朱女士说她要为医
院的“移动结算中心”点赞。记者了解
到，朱女士所说的“移动结算中心”是
三院在大连市率先引进的“床旁结算”
设备，可为患者进行一站式“床旁结
算”服务，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大幅提
高就医效率。

据介绍，“床旁结算”设备配备有
专门的手推车，将电脑、医保读卡器、
票据打印机、点钞机等辅助设备配置
于一体，与医院的结算网络进行连
接，的确像一个迷你“移动结算中
心”。引进“床旁结算”后，当病房护
士接到医生下达的某位患者出院通
知时，就可以提前一天将预约出院的
患者信息告知财务部门；次日，相关
人员将“床旁结算”设备推入病房，患
者在病床旁便能快速办理好出院手
续。目前，三院平均每天有 20 多名

出院患者主动选择体验“床旁结算”
服务，尤其是没有家属或亲友陪同的
患者对这项服务非常认可。

除了方便出院的患者，对在门诊
就医的患者来说，结算方式也添新选
择——诊间支付，即患者在诊室里用
手机对诊间支付设备进行扫码（微信、
支付宝）缴费后，持缴费清单，可直接
取药或到检查室做进一步检查等，不
必再到窗口排队缴费。

据悉，为改善医疗服务，大连市各
大医院纷纷推出便民新举措。癌痛严

重地影响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晚期
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约为 50%至
60%，其中 1/3 为重度疼痛，但多数患
者不了解药物知识、咨询渠道不畅，不
会正确使用药物，发生不良反应时也
不知如何处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
院药学门诊近日正式开诊，主要面向
癌痛患者提供药学支持服务，促进医
院药学服务模式从“以药品为中心”向

“以患者为中心”转变。据了解，该门
诊前期试运行期间，服务患者已超过
500人，反馈效果良好。

大连医院再推便民新举措

不用大厅排长队 病房就可办出院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2
月 19日，记者从鞍山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切实提高政
法机关依法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的能力
和水平，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鞍山
制定了《中共鞍山市委政法委员会依
法保障和服务民营企业发展 10 条举

措》，其中明确，将依托全市涉法涉诉案
件投诉热线，建立民营企业涉法涉诉投
诉中心，拓宽民营企业表达诉求渠道。

鞍山将建立民营企业涉法涉诉投
诉中心，依托全市涉法涉诉案件投诉
热线平台，同步受理涉及政法机关影
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投诉事项，按照涉

法涉诉案件办理标准，进行分流督办，
让民营企业有渠道表达诉求，有路径
解决问题。同时，定期组织开展政法
机关服务民营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活
动，邀请民营企业家为政法机关服务
民营企业评定打分，并对评定结果进
行通报。

鞍山还将建立政法机关服务民营
企业协调会商机制，由市委政法委牵
头，建立政法机关与工商联、行业主管
部门、商会协会和企业家代表的联席
会议制度，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通报
工作情况，及时发现、研究和协调、解
决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拓宽民营企业表达诉求渠道

鞍山建立民营企业涉法涉诉投诉中心

在沈阳猛禽救助中心，经常有一
些需要24小时监护的“重病号”，不辞
辛劳的志愿者就将这些猛禽等野生动
物带回家，给予无微不至的“一级护
理”，很多野生动物因此重获新生。沈
阳市第三十八中学生物教师宁玄卿就
是这样一位“猛禽康复师”，近4年来，
经她手精心调养康复放归的猛禽等野
生动物有20只左右。

2015年年初，经常给学生讲环境保
护的高中生物教师宁玄卿，突然发现身
边就有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可以为环
保切实做点贡献，于是主动加入了沈阳
猛禽救助中心志愿者团队。

经过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
后，宁玄卿开始调养猛禽雏鸟。这些雏
鸟，有的因为大风鸟巢被吹落掉到地上，
有的被偷鸟者非法交易贩卖罚没，因为

身体娇嫩，需要精心饲喂。“我特别喜欢
这些毛嘟嘟的小精灵，纵纹腹小鸮、红脚
隼、雀鹰等幼鸟，都领养过。”每周，她去
超市买一次肉，回家切成小块，分成一份
一份的，冻在冰箱里，每天早上喂一顿，
晚上喂一顿，少食多餐好消化，利于幼鸟
成长。“猛禽只能吃生肉，而且不能吃肥
肉。”宁玄卿告诉记者，因为肥肉不能消
化，会糊在幼鸟胃里排不出来，时间长了
会危及它们的生命。

因为爱惜这些猛禽，尤其小鸟需
要练习飞翔，宁玄卿不让它们待在笼
子里受屈，都在家里散养着，因此，沙
发上、窗帘上、立柜上，时常会发现鸟
粪，她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铲屎
官”。幼鸟在成长期要换羽毛，长出的
羽鞘上面有一层薄膜，需要幼鸟叼去
这层薄膜，新羽毛才能散开，因此小鸟

换毛期，她家里到处都会飞着“柳絮”
一般的毛膜。

随着经验的积累，宁玄卿开始
领 养 救 护 危 重 成 鸟 病 号 。 这 些 猛
禽，大多数经宁玄卿居家调理 1 至 3
个月，就可以康复放飞了，只有腹部
中弹的凤头蜂鹰，前后一直救护了
一年半。那是 2016 年年末，这只凤
头蜂鹰中枪不能动，伤口渗液，她特
意给铺上尿不湿，以防感染。看它
不吃不喝骨瘦如柴、毛也掉了，宁玄
卿就查资料，发现蜂鹰吃蜜蜂，因此
推断它不会拒绝蜂蜜。于是将肉拌
上蜂蜜给它吃，没想到吃啥吐啥的
蜂鹰，居然爱吃甜食，特痛快地吃光
了。今年春天，基本康复的凤头蜂
鹰被送回救助中心，有一天趁志愿
者没关好笼门，蜂鹰一下子飞上 5 楼

高的大树，就这样重返蓝天了。
除了猛禽，宁玄卿还照顾过 4 只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蜂猴。这几只
蜂猴被不法分子非法盗猎买卖后，幸
运地被志愿者解救下来。“其中一只蜂
猴好像抑郁了，躲在角落里不吃不喝
也不动。”于是，宁玄卿从饮食和心理
两方面进行调理，因为蜂猴是夜行动
物，以水果、昆虫为食，她专程去北市
场买回整箱的蟋蟀，给蜂猴补身体。
后来，这 4 只蜂猴被送到广西百色长
臂猿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自然。

如今，宁玄卿照顾的是一只因食物
中毒导致双目失明的鹰鸮，无法飞翔的
它，此生需要她常伴左右了。虽然多年
来因为领养猛禽幼鸟，投入了大量的心
血和金钱，但是宁玄卿无怨无悔，“能参
与保护野生动物，我乐在其中。”

高中教师宁玄卿成为义务“猛禽康复师”
4年调养野生动物20只

本报记者 商 越

12 月 19 日，一幅由 150 万块
积木拼出的迷你沈阳城市街景，
深深地吸引了 众 多 市 民 的 目
光 。 一 座 座 具 有 代表性的沈
阳 重 要 地 标 建 筑 ，如“ 一 宫 两
陵”、彩电塔、三好桥、方圆大厦、
沈阳站等，配以逼真的场景和灯

光效果,生动地呈现了城市的别
致风景。

据了解，这座迷你沈阳城是
由 11 位积木模型拼砌师、46 位建
筑师和 12 位动画师共同制作，用
了近 1 万个小时搭建而成的。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12 月 15 日，借周末之机，
来自朝阳市区的家长带着孩子
来到龙城区大平房镇庙子沟滑
雪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通过教师指导，引
领孩子观察花草生长环境，了
解植物习性，培养孩子热爱自
然、热爱生活的优良品质。一
名小学生说，她认识了芭蕉树、
柠檬树、湖南毛竹、四川空竹等
许多以前不知道的植物，非常
开心。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城里娃走进
田间大课堂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12
月 19 日，大连市公安局交警部门
在对2017年至2018年的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梳理汇总后，向社会
公开曝光五类典型违法行为驾驶
员名单（包括姓名、事故发生时间
等信息），848 人驾驶证被吊销,其
中71人将被终身禁驾。

交警部门表示，对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人进行公开曝光，目的
就是对其他驾驶员给予警示教
育，共同营造平安有序的良好道
路交通环境，全面提升市民平安
幸福指数。

本次曝光的五类典型交通违

法行为共计 848 人，643 人因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102 人
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被处
以拘留 15 日，罚款 5000 元，吊销
驾驶证且 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
驶证；32 人因醉酒后驾驶营运机
动车吊销驾驶证，10 年内不得重
新取得驾驶证；51 人因违反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
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吊销
驾驶证且终身禁驾；20 人因饮酒
或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构成犯罪，吊销驾驶证且
终身禁驾。

大连曝光严重交通违法者名单
848人被吊销驾驶证，71人终身禁驾

150万块积木拼出迷你沈城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2
月19日，记者获悉，继建成浑河两
岸滨水慢行系统后，明年，沈阳北
部还将建成蒲河慢行系统。

据了解，为解决交通功能不
畅、市民休闲娱乐场所相对较少等
问题，沈阳市规划，通过建设步行、
自行车绿道系统，转变过度依赖小
汽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缓解交
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城市病”。
根据规划，沈阳将建立560公里绿
道，连接城区46个景观节点，串联

主要公园，建立城市线性绿色开敞
空间，构建沈阳市“功能完善、安全
舒适、绿色低碳、立体便捷”的多样
化慢行交通体系。

为提升市民出行环境，沈阳市
沈北新区还将打通天琪路等12条
断头路；建设、改造蒲升路等21条
市政道路；增开连接沈阳母城公交
线路，建设公交候车廊30个、停车
港湾站19处，实现住宅小区、企业
单位 500 米半径内公交线路及站
点全覆盖。

沈阳明年建成蒲河慢行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