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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区严厉打击小区私搭乱建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本报讯 为营造整洁优美、安全
文明、管理有序的居住环境，九原区
城市管理执法分局职教园区大队一
中队执法人员加强对辖区内各住宅
小区的巡查管控力度，实现常态化
管理。

8月 30日，执法人员在对龙宇社
区——龙苑 B区巡查时，发现 21号
楼一单元六楼东户正在楼顶晒台进
行私搭乱建。执法人员赶到施工现
场后，首先对违法事实拍照、录像取
证，责令工人停止作业。然后，与当
事人取得联系，将《九原区人民政府
关于清理整治城市规划区内住宅小

区私搭乱建的通告》的相关内容告知
当事人。
经过耐心、细致的沟通，当事人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相关规
定，当场表示愿意自行拆除且不再进
行任何私搭乱建行为。9月 5日 11时
左右，
在执法人员积极协助下，
该处违
规搭建的彩钢框架全部拆除完毕。

育才社区
开展卫生整治
“突击战”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马星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居
民的文明、卫生素质，9月 4日，万青
路办事处育才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
党员等 20余人进行环境卫生整治
“突击战”
。
活动当天虽然下着雨，但是依
然没能阻挡志愿者的劳动热情，清
扫路面、清运垃圾、铲除小广告……
经过一上午的奋战，小区面貌焕然
一新。义务劳动结束后，党员志愿
者又来到幸 12街坊两名孤寡老人
家中，帮他们打扫房间，整理生活用
品，用实际行动让老人体会到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迎宾一社区
居民免费接受爱眼筛查
◇全媒体记者 张彩霞 通讯员 马薇
本报讯 9月 6日上午，迎宾一
社区携手爱心医院送诊上门，为社
区居民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及免费
眼病检查活动，近百名居民享受了
免费医疗服务。
当天，
居民们一早就前来排队，
询
问医生各检查项目。眼科医生为居民
进行认真细致地检查，
对检查出白内障
的居民提出了科学的建议，
同时耐心细
致地为居民讲解白内障基本常识、预
防治疗、
眼部保健等相关科普知识，
向
他们宣传合理的健康生活方式。有需
要手术的老年居民，
医生也耐心地向
居民讲解国家复明工程，
让居民可以
享受国家免费的白内障手术政策。
迎宾一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便利优
质的健康服务，让有需要的人得到
及时的帮助。

162户居民用上天然气
◇全媒体记者 张彩霞 通讯员 张艳萍

本报讯 近日，在社区近一年多的努
力和沟通下，自由路光明社区的 162户居
民终于盼来了入户管道天然气的施工。
居民们高兴地说：
“终于盼来了，以后我们
的生活就方便了。”
据了解，光明社区的呼 10街坊是老旧
小区，由于主干道文化路不能破坏路面，
其中 5栋、12栋 162户居民始终没有用上
天然气，为争取居民能尽快使用上天然
气，光明社区居委会与天然气公司多次联
系沟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8月 27日小
区的天然气管道终于开始施工。

土右旗红十字会为居民义诊
◇全媒体记者 常淑芬

消防应急演练
为让职工和辖区居民掌握消防
逃生知识，增强自防自救能力，9月 5
日，恒诺包头分段收费中心在阿尔
丁1
0号街坊第一社区开展了一场消
防演习，对突发火灾时的逃生自救、

消防器材使用等进行模拟。通过演
习，向职工和辖区普及了消防知识，
并正确掌握使用灭火器材的技能。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王艳摄影报道

三名贫困小学生收到爱心书包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刘超
本报讯 9月 6日，内蒙古晨报
全媒体记者了解到，
大学生代表吴宇
向黄河西路街道办丰盈社区三名困难
小学生捐赠了爱心书包，
希望尽自己
的微薄之力帮助他们缓解生活压力。

据了解，
这三名小学生均来自于
辖区流动人口贫困家庭，
此次为贫困
小学生主要捐赠的物品有学习用品、
急救包和衣服。据介绍，
丰盈社区已
连续 3年以
“爱心众筹”
等方式吸引辖
区党员志愿团队、
社会爱心企业、
爱心
人士参与到关爱贫困家庭的行动。

新型社区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
◇全媒体记者 杨培霞 通讯员 李
小娜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护社区青
少年身心健康，
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
育，强化法律意识，9月 3日，新型社
区开展
“遵纪守法从我做起”
活动。
活动中，社区魏主任以不同形
式给家长和孩子们讲解了如何预防

本报讯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关爱居民健康、关注弱势群
体，9月 5日，土右旗红十字会联合旗医院
心电、五官、妇科等科室的医务人员在回
民社区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暨救护培训”
活动。
据了解，红十字志愿者先为现场居民
进行急救知识培训，演示急救操作步骤。
此外，义诊小组医务人员携带医疗仪器，
对前来询医就诊的居民进行细致检查，耐
心地为群众答疑解惑，提出治疗建议，并
免费发放价值 4000元的药品。

康巴什巡防大队将队伍管理作为日
常重点工作，坚决遏制队伍中出现违法违
纪行为，为此大队不仅从制度上有效规
范，在管理中也始终长抓不懈，使大队全
体民警树立起良好的自觉遵守意识。
张辛

溺水、触电、火灾、食物中毒等安全
知识，引导教育孩子们牢固树立法
制安全意识，自觉做到远离网吧、游
戏厅等有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场
所，外出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骑车，
文明过马路、礼让斑马线等。
此外，
魏主任还列举具体典型案例，
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
养成遵
纪守法的好习惯，
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遗失声明
土默特右旗弘昱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
营业执照正副本(
91150221764496640W)
丢失，声
明作废。
包头市鑫泰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营业执
照正副本(
91150222561203502X)
丢失，声明作废。
包头市三森家具建材市场多乐士乳胶漆经销部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150209600025777)
丢失，
声明作废。

包头市中心医院完成
首例 CT引导下三叉神经痛和带状疱疹后遗痛射频手术
8月 26日，包头市中心医院完成了
2例三叉神经痛热凝射频治疗和 1例带
状疱疹后遗痛的脉冲射频治疗，开启了
医院疼痛治疗的新阶段。
阻断三叉神经痛“源头”
26日上午，包头市中心医院一间介
入导管室，北京宣武医院的杨立强教授
与 81岁的李大爷交流着，在血管造影机
的引导下，他刚刚为李大爷做完了三叉
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术。
“这种病诊断很容易，治疗起来却
很麻烦。”包头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
曹宏介绍说，三叉神经痛多发于中老年
人，是一种在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发
生的剧痛症状，像闪电、刀割、烧灼般的

顽固性剧烈性疼痛让患者痛苦不堪，甚
至连说话、刷牙或者微风拂面时都会导
致阵痛，因此患者常常不敢擦脸、进食，
甚至连口水也不敢下咽，严重影响了正
常的生活和工作，有人将此痛称为“天
下第一痛”。
60岁的潘女士也是当天三叉神经
半月节射频热凝术的受益者。4年前，
她因为三叉神经痛在北京安贞医院做
了热凝射频治疗，最近三叉神经痛复
发，这次不用跑北京，在包头就解决了
问题，让她感到很方便。
CT引导定位更精准
26日中午 12时，杨立强教授和疼
痛科曹宏主任手术团队成员给一位患

者成功做了带状疱疹后遗痛射频手术。
原来，60岁的马女士 4个月前得了
带状疱疹后，就一直遗留有带状疱疹后
神经痛，让她痛不欲生。听说包头市中
心医院能做这个手术就慕名来做了。
据 了 解 ，2016年 12月 ，包 头 市 中
心医院疼痛科成为中国疼痛康复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单位、首
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培
训基地、中日友好医院中国疼痛重点
专科医联体协作单位，并于 2017年 4
月正式独立，成为与肿瘤科，麻醉科等
学科同等级别的国家一级学科。目
前，疼痛科拥有射频控温热凝器、多极
等离子射频消融系统、神经刺激仪、德

国医用臭氧治疗仪（智能型）、瑞士体
外 冲 击 波 治 疗 机、红 光 治 疗 仪、DMS
深层肌肉理疗仪等国际先进的仪器设
备和精准的诊疗技术，并与国内知名
专家教授建立远程会诊，解决疑难疾
病的诊疗，是集医、教、研、康复于一体
的专业科室。治疗范围包括头痛、神
经痛、颈肩腰腿痛、软组织疼痛、内脏
性疼痛、癌症疼痛、其他非疼痛性疾病
等，年门诊神经阻滞治疗、三氧治疗、
冲击波治疗超过 1800余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