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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用行动诠释医者担当

——记 2022 年第二季度“宝鸡好人”张娟霞

日前，2022 年第二季度

“宝鸡好人”名单公布，张娟霞

作为“敬业奉献”宝鸡好人名

列其中。

张娟霞是宝鸡高新区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24 年来，她始终以饱满的热

情积极投身医疗卫生事业，爱

岗敬业，拼搏进取，曾先后荣

获 2011 年度全市卫生工作先

进个人、2020 年中国社区卫

生协会疫情防控社区工作先

进个人、2020 年高新区三八

红旗手和疫情防控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今年 3 月初，宝鸡暴发

了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张娟霞将年仅 3 岁的儿子托

付给婆婆，积极投身到疫情

防控一线——核酸采样组，

负责高新区核酸采样布点和

人员调配。面对高新区 30 多

万的庞大人口基数，她合理

调配区上紧急抽调的核酸采

样人员和外来支援队，根据

各社区、各小区的人口基数

和疫情防控等级，规范设置

采样台，及时配备采样物资，

确保样本及时运转、检测结

果准确。每天工作到次日凌

晨 3 点多，短暂休息两个多

小时，5 点多她又要跟随采

样组出发，开始一天的采样

工作。张娟霞就这样连轴转，

一句怨言也没有。

在日常工作中，张娟霞

以身作则。东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位于高新区和谐路，是

全区唯一的一所公办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辖区面积大，新

建小区多，儿童预防接种压

力大。面对前来的家长，她耐

心讲解网上预约流程。对于

网上预约不成功的家长，她

做好疏导工作，并为他们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辖区的

托幼机构每学期要进行一次

体检，项目多，有些孩子太小

不能配合，她就带领医护人

员入园体检，和孩子们耐心

交流，全年完成体检近万人。

新冠疫苗接种、核酸采

样，张娟霞总是冲在前面，工

作中总结出的经验，她也会

第一时间和同事分享。“我们

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

职责”“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一

行，就应该义无反顾冲向前

去”，这是她常常对诊疗过程

中受到群众误解的同事们说

的话。三级医院医生每周的

大查房，张娟霞总是认真听

着、记着。每次的专业技术培

训，她永远坐在最前面。用她

的话说 ：“只有提高自己的

业务水平，才能更好地为群

众服务。”在她的带动下，同

事们争先恐后报名参加业务

培训，提升业务水平。

在工作中，张娟霞始终用

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宝鸡高新区党工委文明办）

夕阳红化身志愿红
谭逊 杨璐华

在市区宝十路，经常活

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志愿者

服务队伍——他们清一色都

是老年人，身穿红马甲，扛着

铁锹、拿着扫帚，不论严寒酷

暑，他们都行走在大街小巷，

捡拾垃圾、清理广告、美化环

境……为宝鸡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他

们就是金台区陈仓镇石油东

山社区的老年志愿服务团队。

连日来，笔者在宝十路看

到，他们在辖区内开展环境卫

生大整治活动（见右图），有
人拿着铁锹铲除路边的杂草；

有人拿着夹子夹起藏在角落

里的垃圾；还有人拿着喷壶

和小铲子清除贴在电线杆和

墙面上的野广告，向市民宣传

创建文明城市知识。过往行人

纷纷为这群老年人的奉献精

神点赞。

石油东山社区老年志愿

服务团队，大多都是退休老人

和老党员，他们一直热心服务

于社区的公益事业。这支志愿

服务队伍有 50 余人，平均年

龄 6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郑

海振已经 72岁了。他说：“在

我眼中，做社区的志愿者就是

发挥自己的余热，社区环境这

么好，退休了能帮助大家，我

也非常高兴。”67岁的付春芳

是队伍里的积极分子，不论什

么活动，只要社区一号召，她

都积极参与。笔者看到她时，

瘦小的她正扛起一个大铁锹

矫健地向前走着，打扫卫生时

也会直接徒手捡拾起难以清

扫的碎垃圾，她用热情感染着

周围的每一个志愿者。

石油东山社区党支部书

记焦虎兵说：“这些老年志愿

者不仅自己参加志愿活动，还

发动各自的家人、亲朋好友共

同维护城市环境，让身边每个

人都积极投身于创文工作之

中，为宝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盲道畅通无阻
崔婷婷

最近，不少市民通过本
报“不文明现象随手拍平台”
反映市区多处盲道被侵占，
给文明城市抹了黑。笔者以
为，小设施反映大文明，人人
都有呵护盲道畅通的义务，
莫让盲道形同虚设。

盲道是一座文明城市
的重要基础设施，体现了城
市的文明程度。对于视障人
士而言，出行本就有诸多不
便，盲道如同“导航仪”，引
导着他们安全出行。然而在
现实中，不少地方的盲道被
违规停放的汽车、摩托车、
电动车占据，或是被小商小
贩随意侵占，严重影响了视
障人士出行，让原本的无障
碍变成了人为制造障碍，实
在是宝鸡这座文明城市不应
该出现的。

保障盲道畅通，政府有
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和处罚力
度。对于机动车辆占用盲道
的违法行为，交警要依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予以处罚 ；对
于恶意占道经营等违法行

为，城管部门应及时制止和
处理，加强日常监管和执法
力度，减少盲道被占现象 ；对
于设计不规范，或者被树木、
花坛等障碍物阻碍的“断头”
盲道，城建等相关部门应科
学设计、合理规划，为无障碍
设施“扫除”障碍，同时做好
日常维护，让盲道真正发挥
作用。

在城市道路铺设盲道并
保持畅通，彰显了城市对视
障人士的人文关怀，广大市
民也应提升认识，用心用情
为残疾人排忧解难。对于视
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关怀，
不能流于表面或是停留在口
头上，而是应该感同身受、换
位思考，从心底里尊重、关爱
残疾人，力所能及地为他们
的生活、出行提供便利，让
他们共享文明城市成果，让
宝鸡这座文明城市更有“温
度”。如此，维护城市的无障
碍设施，才能如同“红灯停绿
灯行”一样，真正入脑入心，
成为市民的习惯。

* 陈 列 桂 丢 失

残 疾 人 证，号 码 为：

41010419580512552221。

* 赵 汉 文 丢 失 收

款 收 据 两 张，号 码 为：

3780340、8770388。

* 于 兆 强 丢 失

残 疾 人 证，号 码 为：

61032320040706593223。

* 刘砚章丢失租赁保

证金收款收据一张，号码

为：8890653。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人员

路遇车祸伸援手 
本报讯 8 月 1日，市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人员执法检查途经209省道时，

突遇交通事故，一女子受伤，执法人员

立即参与现场抢救，设置警示标志，为

抢救赢得了时间。

当日上午 10 时 45 分许，市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五大队扶风中队交通

执法人员赵春孝、王红军，执法检查

至 209 省道扶风县绛帐镇中坡村路口

时，突然听到一声撞击声，一辆红色厢

式货车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电动

三轮车被撞侧翻，一女子被撞倒地，头

部、肩膀受伤，电动车碎片、车厢内物

品散落一地。

赵春孝、王红军立即靠边停车上

前查看，并询问女子伤势如何，同时提

醒伤者的随行人员拨打 122 及 120 救

助电话。被撞女子躺在地上，一直说

“胳膊、头疼得受不了”。担心女子骨

折，赵春孝、王红军不敢轻易移动伤

者，他们指导伤者随行人员压住伤者

出血口，因车祸发生在路口，车流量

大，赵春孝、王红军立即设置警示标

志，指挥过往车辆减速通行，防止造成

二次事故。

20 分钟后，120 救护车、交警相

继到达，赵春孝、王红军帮助医护人员

将受伤女子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救治，

交警部门现场进行事故认定。据了解，

由于救助及时，受伤女子无生命危险。

( 马庆昆 刘永儒)

巩固发展创卫成果    共建文明健康宝鸡

陈仓区

红色电影送给消防员
本 报 讯 7 月 29 日，陈

仓区文化和旅游局、电影发

行公司组织专业电影放映宣

传队走进陈仓区消防救援中

队，开展“赓续红色血脉、喜

迎党的二十大”红色电影进

营地慰问活动，为广大消防

人员送去丰富的文化大餐。

当天 19 时许，陈仓区电

影发行公司工作人员来到陈

仓区消防救援中队播放消防

题材影片《致敬英雄》。该影

片讲述了大学生江山为实现

父亲遗愿，瞒着家人在毕业

前夕成为一名消防员，用生

命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故事。观看过程中，现场每

名指战员都被影片中消防员

不怕苦、不怕累，勇敢战斗、

勇于牺牲的精神风貌所感

染，并表示会将电影中消防

指战员的精神化作练兵备战

实际动力。

据了解，陈仓区文化和

旅游局、电影发行公司已连

续 8 年前往驻地军营、营地，

放映红色影片。 

   （王菁）

在大家的帮助下伤者被送上了救护车

张娟霞（左）为市民讲解网上预约流程

杂技戏剧结合  展现热血军魂 
杂技剧《战魂——第三战队》在宝鸡大剧院上演

本 报 讯 7 月 29 日晚，

由市文化和旅游局、西安演

艺集团主办，西演战士战旗

杂技团演出的杂技剧《战

魂——第三战队》在宝鸡大

剧院精彩上演（见上图）。
《战魂——第三战队》是

一部现代军旅题材的剧目，

该剧打破了杂技剧只演不

言、肢体传情的传统方式，

除了让观众欣赏到高超的

杂技技巧外，同时融合了话

剧、舞蹈、武术等艺术魅力，

这种细腻生动的戏剧表演形

式，让杂技剧情化，用艺术

作品阐释了人民军队的钢铁

军魂，是一种杂技艺术的传

承和创新。 

当晚演出结束后，观众

好评如潮，许多人发朋友圈

表示，该剧有绝活、有剧情、

有深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新时代军人的血性胆气和职

责担当，既扣人心弦，又让人

潸然泪下。

（毛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