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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岭 ：

退休不退志  坚持做研发
本报记者 李晓菲

“ 创 出 新 动 力 传 动 技

术，推动中国和世界装备业

进步。”5 月 26 日，在陕西

六环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主要创始人王俊岭，

虽已年过花甲，但谈起传动

技术创新研发，却和初入职

场的青年一般雄心勃勃，有

条不紊地规划着未来的研发

工作。

今年 67 岁的王俊岭，退

休前一直在秦川机床从事齿

轮磨床和专用机床的设计与

开发，研发出的系列齿轮磨

床、高速齿轮箱、五轴数控叶

片磨床等，技术均达到了世

界领先水平，曾先后被评为

“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全

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等。

5 年前，退休后的王俊

岭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过上

休闲的退休生活，而是走进

了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自

己的专业，并创建了陕西六

环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这几年，我在交大认真对当

今世界上的各种动力传动系

统进行了分析，了解其中的

优点和缺点，总结出了一套

自己的新动力传动理论，还

进行多次实践。”他说，我国

的装备行业技术想要领先于

世界，必须拒绝保守，不要跟

在别人后面搞创新做研发，

要另辟蹊径，重新构建新的

理论技术，否则做得再好也

只是仿制，而不是超越。

“作为科技工作者，在举

国上下搞创新的时候，能投身

其中我不虚此生。”谈及未来，

王俊岭说，他的一生都在与齿

轮机床打交道，希望自己的新

动力传动技术能够帮助国家

的智能装备“强身健体”。

名医坐诊名医堂  患者就诊不跑路
6月4日，宝鸡市中医医院（宝

鸡市骨科医院、宝鸡市中医药研

究所）邀请岐黄学者（国家中医药

领军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

诊科主任方邦江到该院名医堂坐

诊，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诊疗服

务。当天下午，方邦江教授还进行

了临床经验分享与学术交流。

4 日上午，在市中医医院名医

堂，方邦江教授认真为患者把脉，

查阅患者医学影像等检查报告，

耐心为患者讲解病情，指导其如

何健康饮食、科学养生（见上图）。
对一些思想压力大的患者，方邦

江教授还暖心地进行开导，让患

者放松心情，通过自己感兴趣的

事来转移注意力，以便早日康复。

“龙眼肉有什么功效？”“橘皮是

陈皮吗？”……接诊的同时，方

邦江教授还带着市中医医院颜新

奇、李卫华等几位拜他为师的学

生，进行现场实践教学。当天，方

邦江教授共为 25 位患者诊疗并开

出了处方。

在下午举办的临床经验分享

与学术交流会上，方邦江教授围绕

“以临床为导向的转化医学研究方

法与实践”主题，为在场医护人员

奉献了一场精彩生动的演讲，受到

与会人员欢迎。2019 年，市中医

医院为进一步提升中医药传承创

新能力，更好地实施“名医、名科、

名院”战略，特聘请方邦江为客座

教授，并在医院成立“岐黄学者（国

家中医药领军人才）方邦江教授工

作室”，重点加强急诊科及重症医

学科中医优势专业的中医药服务

能力建设。6 月 5 日，方邦江教授

还在该院急诊科和ICU 进行了疑

难病例查房与讨论。

（孙晓梅）

为孩子的健康服务, 是

太阳底下最有爱心的事业。宝

鸡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吕菊

红 20 多年来在守护儿童健康

的工作岗位上，用无私的爱心

和精湛的医术, 为无数孩子带

去了健康、为无数家庭带去了

希望。

儿科在我国古代被称为

“哑科”，因为小孩子治疗时

沟通比较困难，这就需要医生

有过硬的专业医学知识。在业

务工作中，吕菊红从规范治疗

入手，不断规范儿科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 ；优化了儿科

各种急危重症的应急预案及

抢救流程，不仅进一步提高了

临床救治率，还减轻了患儿家

庭经济负担。工作 20 多年，吕

菊红积极开展多项新技术、新

项目，其中新生儿脑脊液置换

术、LISA 技术等 20 余项新

项目，填补了我市相关专业领

域空白。

近年来，吕菊红带领科室

人员着力开展儿童危重症的救

治，成功救治了ADEM、暴发

性心肌炎、脓毒症休克、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等危重症患儿，让

众多患病儿童重获新生 ；多次

成功抢救危重新生儿，其中胎

龄最小 27 周、体重 800 克。

面对当前日新月异的医

学科技发展形势，和宝鸡及周

边地区患儿日益增长的就医

需求，吕菊红潜心开展儿科专

业科研工作，先后发表科研论

文 50 余篇，荣获陕西省科技

进步奖 1 项、宝鸡市科技进步

奖 2 项、宝鸡市自然科学优秀

学术成果奖 4 项。

业务永无止境，医德永在

路上。儿科是临床科室中高风

险科室，职业生涯中，吕菊红虽

然流过泪、挨过骂，可她对儿科

不离不弃，几十年如一日，坚持

早出晚归、勤恳工作，认认真真

诊治每一名患儿。“选择医生这

一职业，就意味着选择奉献，我

将在这一岗位上继续努力。”吕

菊红坚定地说。

白妮 ：

扎根科研一线的辣妹子
本报记者 李晓菲

一副黑框眼镜，一身简

单的工作服，稍显凌乱的发

丝随意地扎在脑后，朴实的

脸上满是从容的微笑……日

前，在陕西渭河工模具有限

公司研发生产车间里，记者

见到了该公司产品研发人员

白妮，只见她熟练地操控着

设备，娇小的身材在高大的

设备前显得更加单薄，谁能

想到看似柔弱的她却被大家

称作“辣妹子”，由她主导研

发的减速器系列产品更是多

次应用于我国嫦娥工程等航

空、航天领域。

“大家都说我性格泼辣，

但我自己不觉得，我只是在

产品研发过程中特别较真

儿，不管是谁提出的意见我

都会认真和他研讨，坚持对

的。”对于“辣妹子”的称呼，

白妮并不认同。1978 年出

生的白妮，自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扎根在科研一线，从普

通工人到公司技术部部长，

一路走来，刻苦、严谨成了她

的标签，加班熬夜更是常态。

去年元旦前夕，公司研

发的一款减速器样品做出来

整体多了 1 毫米，完全没办法

试用。三天假期，白妮就泡在

研发室找原因，没日没夜反推

数据，最终发现一个参数有误

差。“在我们行业里，0.01 毫

米的误差都已经是严重的事

故了。”白妮严肃地说。

为了扩大业务，去年公

司把研发部迁到了西安，现

在白妮经常要在蔡家坡和西

安两头跑。这样的生活，她

已习以为常，唯一觉得亏欠

的就是孩子。白妮告诉记者，

她和爱人工作都很忙，基本

没时间陪孩子。问起家人对

她工作的看法时，白妮笑着

说 ：“他们都很支持我，尤其

是孩子，虽然会抱怨几句，

但对于我所做的事业，他特

别骄傲。”

这次被评选为“最美科

技工作者”，白妮表示，荣誉

带来的不仅是喜悦，还有鞭

策，在未来的工作中她将不

辱使命，带领团队以精益求

精的精神，为祖国航空航天

事业贡献力量。

凤县坪坎镇 ：

昔日招人报名少  如今一岗百人争
本报讯 几年前，凤县

坪坎镇的姑娘留不住，外面

的姑娘不愿来，就连公务

员和教师这种大家眼中的

“香饽饽”岗位也遇冷。而如

今，坪坎镇再也不用为招不

到年轻人发愁了，去年“国

考”，该镇一个岗位报名的

大学生就超过 200 人。据了

解，“剧情”逆转的推动者，

就是当地人日思夜念的高

速公路的开通。

坪坎是凤县最偏远的

镇。没通高速公路前，人们

坐班车去一趟县城要在 70

公里的山路上颠簸两小时，

而且每年都会因为滑坡、泥

石流导致交通中断，急用的

物资进不来，收获的果品出

不去。路，曾经是坪坎镇群

众挥之不去的痛。

几代人的梦想，终于

随着太凤高速通车和宝坪

高速即将通车，一步步实

现。2020 年 10 月，宝 汉

高速岩湾至坪坎段建成通

车 ；预计 2021 年下半年，

宝汉高速将全部贯通。作

为宝汉高速和太凤高速十

字交会点的坪坎镇，在凤

县率先进入高速时代。

通了高速，坪坎镇瞄

准“宝汉高速沿线最亮眼

的黄金旅游小镇”大做文

章。今年策划包装了总投

资 4.12 亿 元 的 10 个 项

目，外地客商纷纷前来考

察。在坪坎村，百亩樱桃观

光采摘园已开花结果，观

光步道、漫水桥、亲水河面

等即将建成。镇街道更是

干净整洁，沿街商铺风格

统一、古色古

香，令人眼前

一亮，刚建好

的古槐广场、

文化广场成为

群众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通了高速，北

京同仁堂主动租赁了坪坎

镇倒贴金村的林麝养殖基

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和全

镇脱贫户带来 8 万元的固

定收益。如今，该村 85%

以上的农户拥有了家庭轿

车，以前想出去的年轻人

也愿意留下来了。

 （田俊雅 裴兴斌）

端午将到  香包走俏
手工制作的香包很受市民欢迎

本报讯  端午节临近，街头的

香包摊点逐渐多了起来。6月 4

日，笔者走市场时看到，一个个流

动摊位有序摆放，造型各异的手

工香包、五颜六色的五彩线，吸引

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挑选。浓浓

的端午节氛围在街头处处尽显。

“端午节快到了，我是专程

来买这些手工制作的香包送给

朋友的，年年都要买的，希望大

家都能健康平安。”在市区新宝

路南段一商铺前，黄女士正在

挑选香包饰品。

据商铺店主介绍，最近几

天，香包和五彩线销售情况很不

错。“心形、福袋等造型的香包都

很受欢迎，牡丹、蝴蝶、葫芦娃、小

金鱼等造型，是我今年制作的新

款式。”店主说，她手工缝制香包

已有十余年，加起来有上千个，闲

暇之余，她就开始准备材料，做一

些手工香包。香包虽小，可这里面

传承的是民俗，传递的是情感，虽

说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了，

但传统的节日人们没有忘。

（张蓉 温瑶瑶）

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
宝鸡市首届“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

本报讯 近日，宝鸡高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渭水苑小区

微信群里通知 ：为答谢小区业

主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小

区的枇杷和杏成熟了，欢迎大家

来物业品尝。

近日，渭水苑小区有十几棵

杏树和近三十棵枇杷树的果子熟

了，共采摘了 100多公斤，喜获丰

收。物业公司出于安全考虑，等到

果实成熟后，统一安排采摘，然后

由物业分给需要的业主。

“今年参与采摘和分享的有

130 多户业主。我们还会在熟果

中挑选一些个头大、汁水饱满的

分批送到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家

中，让老人们也尝尝家门口的水

果。”社区工作人员将水果分装

到一个个筐中，送到社区品尝点

供居民品尝。       （宋文君）

小区枇杷丰收
物业请业主品尝

新闻暖

乡村振兴 进 行 时

儿童健康的守护者
—— 记宝鸡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吕菊红 

本报记者 秦玮玮

宝鸡市总工会  宝鸡日报社联办

劳动者风采

小区工作人员采摘枇杷

经过治理后的坪坎村焕然一新

市民挑选香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