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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团员青年
为城市美容
日前，市区金陵河沿岸走来一群青

年志愿者，他们清理卫生死角，捡拾河堤
护坡、铁路两侧、公路沿线等处的垃圾杂
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扮靓城市容颜。

活动当天，共青团金台区委组织金台
高级中学、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校
的 400 多名团员青年开展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旨在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打造
干净整洁、安全有序、文明宜居的生活环
境。活动中，青年志愿者们分头来到蟠龙
新区、金陵河沿岸及一些老旧小区开展环
境卫生大整治，不仅美化了市容，更增强
了青年人的文明意识。

本报记者 黎楠摄

我市接生一个水晶宝宝

本报讯 （左曙东 刘亚
媚）3月9日，一个“水晶宝宝”

带着完整羊膜囊降生在宝鸡

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小宝宝出

生时完整地包裹在羊膜囊内，

宛如一颗内含小天使的硕大

水晶球。据悉，这样的情况每

8万例出生婴儿中才有1例。

通常胎儿分娩，羊膜囊

会先破，就是大家常说的“羊

水破了”，然后胎儿才会娩出。

但产妇小凤（化名）是一位特

殊的孕妇，妊娠34周，重度子

痫前期，先兆早产，妊娠合并

高脂血症等多种合并症。经过

积极保胎降压促胎肺成熟治

疗后，为减轻母胎并发症，降

低早产儿吸入性肺炎等并发

症的发生率，市妇幼保健院产

科决定对小凤实施保留胎膜

囊的剖宫产新术式——保留

羊膜囊分娩（见上图）。在胎儿

娩出时保留羊膜囊，利用羊膜

囊内的羊水，帮助宝宝抵抗外

界刺激，成功诞下2800g早产

儿。目前，小凤病情稳定，早产

儿已转入市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科进行监护。

据该院产二科主任陈丽

介绍，保留胎膜囊的剖宫产

手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分娩方

式，主要是针对早产儿和低

体重儿，可帮助胎儿尽量减

少子宫收缩的挤压，降低早

产儿或低体重儿的窒息率，

减少羊水误吸的风险，最大

限度保护母婴安全健康，也

为面临早产的孕妇提供了一

种新的分娩方式。由于胎膜

很薄，极易破裂，故对主刀医

生的临床经验和手术操作技

巧有极高的要求。           

渭滨区机厂街社区

周末大扫除  
小区换新颜

本报讯 （田艺）3 月 11

日，渭滨区金陵街道办事处

机厂街社区开展周末辖区环

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携手美化小区环境，

用实际行动扮靓家园。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手

拿扫把、簸箕、捡拾夹等工

具，清理辖区街道、小区路

面卫生（见右图），将随意停

放的共享单车摆放到指定

位置，铲除小区楼道、围墙、

电线杆上的“牛皮癣”，以及

地面的杂草。机厂街社区党

总支书记张巧丽说:“经

过志愿者们的辛勤劳动，辖

区环境焕然一新，社区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

联点单位的资源优势，常态

化开展联点单位进社区共

驻共建服务，深度凝聚‘党

心’和‘民心’，更好地为居

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

实增强居民的幸福感。”

千阳县曹家塬村

硬化道路美家园
混凝土搅拌车浇筑、硬

化 路 面，工 人 们 用 铁 锹 栽
植 绿 化 树 木，一 派 繁 忙 景
象……近日，千阳县张家塬
镇曹家塬村对村内道路进
行硬化美化，改善提升人居
环境，扮靓村容村貌。

曹家塬村和谐路居住着
三、八组村民 32 户，农户门

前路面年久失修，花坛破损
不堪。今年，曹家塬村多方
筹措资金，实施和谐路两侧
硬化、绿化、美化工程，打通
了全村人居环境整治最后

“一公里”。目前，已硬化路面
2300 平 方 米，新 建 花 坛 43
个，栽植绿化树木 120 棵。

本报记者 邓亚金摄

凤县红花铺镇

趣味运动乐乡村

本报讯 （记者 魏薇）

“使劲拔啊，剥玉米得有巧

劲……”3月 6日，凤县红花

铺镇农村趣味运动会在永生

村举办（见上图），观众们兴致

高昂助威呐喊，让 4 个村的

32名农民运动员信心满怀。

运动会设置了拔河比

赛、手剥玉米、运丰收粮、趣

味保龄球等团体项目，以及

抢凳子等个人项目。在大家

热烈的加油声中，比赛从拔

河项目开始，运动员们铆足

了劲，在哨声中开始“拉锯

战”，双方谁都不服输，僵持

好一会儿才分出高下；在手

剥玉米比赛中，大家各显神

通，将平时干农活中积累的

“看家本领”全都派上用场，

一筐玉米不一会儿就剥完

了，场面妙趣横生。

最后草凉驿村代表队荣

获团体第一名。大家在激烈

的比赛中，收获了比力量、比

技术、比团结、比协作的价

值，涌动着奋进的力量。

五岁娃走失  环卫工送回  
宝鸡高新园林环卫人员做好事受称赞

本报讯 （毛丽娜）3月 13

日上午，家住陈仓汽车站家属

楼的刘长生来到宝鸡高新园

林环卫市政建设有限公司，找

到环卫工人陈咏梅，对她助人

为乐的高尚品格表示感谢。

几天前，刘长生 5 岁的

儿子果果（化名）跟着哥哥下

楼买吃的，结果不慎走丢。果

果的爷爷立即下楼寻找，找遍

了附近的小卖部、药店、汽车

站等好多地方，都没有找到孙

子。10分钟后，刘长生得知儿

子走丢，他赶紧打电话通知家

里亲戚、朋友，拜托大家帮忙

寻找孩子，自己则从外面往回

赶，并打电话报警。时间一分

一秒地过去，还是没有一点孩

子的消息，全家人心急如焚，

进一步扩大了寻找范围。

就在这时，孩子幼儿园老

师打来电话说，有位好心人在

西门坡路口“捡”到了孩子，已

经带着孩子在幼儿园了。原来，

果果跑去找哥哥，结果迷路了，

他边跑边哭，最后遇见了好心

人陈咏梅。陈咏梅家住陈仓交

警队对面，她从孩子口中得知

了幼儿园名字，所以就把孩子

带到了幼儿园。

事后，刘长生拿出3000元

感谢费给陈咏梅，结果被陈咏

梅婉言谢绝。后经打听，陈咏梅

的工作单位是宝鸡高新园林

环卫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刘长

生夫妻便来到陈咏梅单位当

面感谢。陈咏梅说：“我相信每

个遇到这种事的人都会这么

做。今后，我会继续发扬助人为

乐的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更好地为城市服务。”

八旬翁迷路上高速
巡查员安全送回家

本报讯 （记者 邓亚金）

一位八旬老人回家途中误上

高速公路，受到惊吓站在应急

车道上。3 月 13 日，陕西交

控宝鸡分公司凤翔管理所安

全路产巡查人员与老人耐心

沟通，用其手机联系亲属，并

将老人送回家。

当天，陕西交控宝鸡分

公司凤翔管理所安全路产巡

查人员巡查到G85银昆高速

K581+000 平凉方向处，发现

有一位老人站在应急车道上，

情况十分危急。巡查人员迅速

下车，将老人往安全区域转移

（见左图）。由于老人在路上受

到惊吓，沟通困难，巡查人员先

将老人扶上车缓解情绪，慢慢

沟通得知，老人今年 89岁，当

天一大早搭车去看戏，回来时

迷路又误上高速。巡查人员用

老人手机联系到其亲属，询问

了老人的家庭住址，并开车将

老人送回家中。

家属见老人平安归来，

对巡查人员连声道谢。巡查

人员详细讲解了高速公路相

关安全知识，使老人及其家

属充分认识到行人进入高速

公路的危险性，他们表示今

后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防

范安全风险。  

就医免挂号费   坐公交车免票

首批宝鸡市道德典型礼遇卡发放
本报讯 （记者 杨曙斌）

3 月 13 日下午，宝鸡市道德

典型礼遇卡发放暨金台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在金台区中山东路街道四海

春相声会馆举行。

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榜样引

领作用，市委文明办去年印发

《宝鸡市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礼遇帮扶实施办法（试行）》。

其中明确，历届全国、陕西省、

宝鸡市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

得者，历次“中国好人”“陕西

好人”“宝鸡好人”称号获得

者，可享受就医免挂号费、免

费体检、免费乘坐公交车、免

费参观市内 3A 级以上景区

等礼遇。

在当天的活动中，市委文

明办及金台区有关负责同志

为金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揭牌，向彩虹文化文艺志愿

服务队授旗，并现场为11名市

级道德模范代表发放了首批

宝鸡市道德典型礼遇卡。随后，

市级道德模范张红兵、蔡瑞杰

上台，为在场的环卫工人、医务

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代表等

讲述了各自帮扶他人的心路

历程，赢得了阵阵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