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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路遇白鹭受伤  众人接力救治

本报讯 发现一只白鸟在路上

“瘸着腿”行走，路过的 4 名干部伸出

援手进行救治，又联系野生动物保护

站，没想到，获救的白鸟竟然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白鹭。这是日前发生在

王家崖水库附近的暖心一幕。

当天下午，高新区城市管理执法

大队与千河镇土地城建办共 4 名工

作人员，在王家崖水库附近工作时看

到，一只羽毛呈白色、长脖子的大鸟扇

动着翅膀在路中间“瘸着腿”行走。“这

只鸟难道受伤了？”几人心生疑惑，走

近仔细观察发现，这只白鸟的右腿和

翅膀上都有血迹，应该是受伤了。担心

鸟的伤势严重，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

生命危险，4 人就对白鸟的伤口进行

了简单包扎，并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市

野生动物保护站。很快，保护站工作人

员赶到现场。经鉴定，受伤的白鸟是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鹭（见上图）。所幸

这只白鹭伤势不重，工作人员将白鹭

带回保护站治疗，等其恢复健康后再

放生。据了解，近年来，由于我市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吸引了包括白鹭在内

的很多野生鸟类在我市安家。

           （谢克强 侯栋）

一切为了零感染
——记市中医医院援鄂护士任广卓

本报记者 唐君恺

任广卓走出方舱医院时，不禁含

泪回看了一眼自己战斗过的阵地，往

日的点滴如电影般闪过脑海，每一帧

都清晰可见：“防护服下，因缺氧而头

疼、恶心的早晨”“一号通道里，被消

毒液呛得直咳嗽”……而这一切都随

着方舱医院的封闭而留存在记忆中。

任广卓是市中医医院控感科干

事，日常主要负责医护人员的防护。

2 月 21 日抵鄂后，她作为队里唯一一

名感控专职人员，快速投入工作中，

对医疗队驻地房间进行合理分区，制

定医务人员及房间物品消毒流程，让

大家能够安心工作。

任广卓主要负责方舱医院一号

通道感控工作，这是医护人员出舱的

主要通道，做好这里的清洁消毒，是

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预防二次污染的

关键。每天除了日常规定的环境消毒

工作外，她还利用队员出舱的间隙增

加消毒频次，一遍一遍擦拭门把手、

手消瓶、脱衣镜等，对于重点和可疑

部位更是多次检查，直到彻底消杀完

毕才放心。

指导出舱人员脱防护服也是感

控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对每

一位进舱人员，任广卓都会耐心讲

解，认真指导，严格把关。遇到防护

服破损等特殊情况，她会快速冷静地

协助队员做好应急处理，并对队员的

个人防护给予指导。在感控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他们完成了入舱医护人员

“零感染”的目标。

离鄂前，任广卓被评为江夏方舱

医院“第三批先进个人”，并光荣地成

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陈仓区新街镇庙川村有个网红打卡地 ——

山野遍开白鹃梅
本报讯 人间最美四月

天。近日，陈仓区新街镇庙川

村附近山上的野生白鹃梅争

相绽放，把好几座山装扮成了

白色的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去观赏，成为我市新的网红

打卡地。

4月15日上午，笔者来到庙

川村，沿着村子旁一条小路向北

行走约15分钟后，一股清香就扑

鼻而来，只见漫山遍野开着白鹃

梅，人仿佛置身在花的海洋。到达

白鹃梅最佳观赏点，笔者看到这

里已经有市民在拍照（见左图）。
市民郑民勤说：“我从网上得知

这里有一大片野生白鹃梅，早上

7点就和老伴从家里出发了，这

里的景色真美，不仅锻炼了身体，

又观赏了美景，值！”

据了解，山上的白鹃梅系

自然生长，每年 3 月至 4 月开

花。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很多市民选择近郊游，所以离

市区不太远的庙川村，就成了

网红打卡地。        （王菁）

市区北坡森林公园中心广场上 ——

废旧轮胎变身大茶壶
本报讯 给废旧轮胎喷上彩色油

漆，绘上花卉图案，再剪开轮胎做成“茶

杯”和“茶壶把”，一组漂亮的景观就形成

了。近日，这组由废旧轮胎制作的茶壶、

茶杯造型景观，亮相市区北坡森林公园

中心广场（见右图）。
4 月 20 日，记者在市区北坡森林公

园中心广场看到，这组景观由4个“茶杯”

围绕着一个“茶壶”组成，摆在一个绿色

的“长桌上”。白色的“茶壶”柔和淡雅，似

乎散发着阵阵茶香，四周的粉色“茶杯”

看起来温润雅致，“茶杯”和“茶壶”里盛

开着鲜艳的花朵，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观赏。“我们把废旧轮胎再利用，制作成

装饰品来点缀公园，提升了公园景观档

次。”北坡森林公园管理处办公室主任赵

玉良说，这组景观的底座是一个废弃的

水泥台，他们

利用前几年存

留下的车辆废

旧轮胎，耗时

一周，制作成

了这组景观。
（马庆昆 侯栋）

战“疫”中你最美

记者
跑街

这场疫情让我成为一名真
正的“战士”，在抗疫前线，不能
说没有恐慌、害怕，但我更懂得
一名医务人员的神圣职责。此次
出征，收获良多，不但教会我勇
敢和担当，更使我懂得了感恩。

     —— 任广卓

本报讯 近日，

市区北环路金域阳

光小区内，一名小孩

的 4根手指被夹在门

缝间，其家人报警求

助后，消防员迅速赶

到，仅用 1 分钟就把

孩子手指安全取出。

当 日 16 时 许，

市消防救援支队新

华路救援站接指挥

部转警，称北环路金

域阳光小区有小孩

手指被夹，消防员迅

速赶往处置。现场一

名 3 岁小女孩右手 4

根手指被夹在门缝间，孩子疼得哭泣

不止。一名消防员对门扇进行固定，

另两名消防员利用撬杠，在孩子被夹

手指的上、下位置同时用力起撬（见
上图），门缝间距一下子扩大，孩子手

指顺利取出。经医院检查，孩子手指

没有大碍。

消防员提醒，小孩贪玩不懂事，家

人一定要加强看护，以防发生意外。
本报记者 马庆昆

保护秦岭野生动物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小孩手指夹门缝 
消防员1分钟排险

视频截图

“请进，欢迎大家来品尝豆花泡馍！” 

4 月 21 日一大早，在市区中山路上

的“第一家老王”豆花泡馍店门前，站着

一位俏生生的女子，她就是知名民歌歌

手兰妮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市餐饮门

店纷纷响应号召关门停业。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2 月底 3 月初，我市

餐饮业逐渐复工复产。然而，由于市民

个人心理上“过度防控”等原因，致使餐

饮业生意冷清，特别是一些小微餐饮门

店经营困难。“我是咱土生土长的宝鸡

人，小微餐饮门店遇到困难，‘我来吆喝

我来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前不久，

从新闻媒体上了解情况后，兰妮儿主动

联系我市相关部门，想通过自己的歌声

为小微餐饮门店代言，为我市餐饮业摇

旗呐喊。

“这女子是谁？”“是兰妮儿吗？”

在店门前帮忙招呼客人的兰妮儿吸引了

许多市民的目光。此外，还有一些通过网

络得知她要来唱歌的粉丝，也慕名赶了

过来。

为了做好代言，当日早上 5 时许，

兰妮儿就起来准备了。“虽然我上过的舞

台有很多，但还是第一次在家乡的小门

店里给乡亲们唱歌，说实话还有点小紧

张。”兰妮儿笑着告诉记者。

8 时 40 分左右，来吃豆花泡馍的顾

客慢慢多了起来，兰妮儿也从“门迎”变

回了歌手。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

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豆花泡

馍店内，一首优美动听的《洪湖水浪打

浪》让所有人拍手叫好，有的顾客还拿

起手机拍照留念（见右图），店门口也

有不少人，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也和

大人们一起拍起手来。  

“今天算是有福了，不

仅能吃到美味的豆花泡

馍，还能听到这么好

听的歌！”在店里

吃早饭的一位顾

客说，宝鸡走出

去 的 名 人，回

来为家乡小餐

饮门店代言，

这种行为要

给一个大大

的赞。

记者了

解 到，“ 第

一家老王”

豆花泡馍店

是 一 家 30

年老店，在不

少 市 民 的 美

食地图里都有

它的位置。在采

访中，老板王安祥

说 ：“以前一天光

馍就能卖 50 多公斤，

有时顾客多得我都忙不

过来。疫情发生后，生意受

到了一定影响，现在一天卖 35

公斤左右的馍。”因此，他对兰妮儿

的到来非常欢迎。

唱完歌后，兰妮儿来到后厨，了解

制作豆花泡馍的过程，以及门店的历

史。走出后厨，老板娘拉着兰妮儿的手

高兴地说 ：“兰妮儿，我还是你的粉丝

呢，我可喜欢你！”一旁围观的几位顾

客也大胆地走过来，跟兰妮儿合影。

推荐、唱歌、互动……直到10时40分，

兰妮儿才吃上她心仪已久的豆花泡馍。

忙了一上午，兰妮儿连口水都没

顾上喝，可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豆花

泡馍，她在用餐前还不忘自己代言人的

职责，从馍片、豆花、豆浆到小菜逐个介

绍，又从味道、口感到色泽一一点评。当

第一片馍、第一口热汤入口后，兰妮儿

露出了满足的表情，她笑着说 ：“这就是

我儿时的味道，欢迎大家来品尝。”

豆花泡馍店传来兰妮儿的歌声
韩正强 李晓菲 侯栋

4月 21日早，中国红歌形象大使、从宝鸡走出去的知名民歌歌

手兰妮儿，来到市区中山路上的“第一家老王”豆花泡馍店，用歌声

为我市小微餐饮门店代言，倡导市民外出就餐，助力小门店经营走

出困境——

夺取              双胜利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