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张西凤 版式：王 青版 综合新闻
2018年7月16日 星期一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2

参
赛
选
手
正
在
进
行
比
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命
脉。如果土壤“生病”了，就会
影响果蔬、粮食的生长和品
质。姜义亮就是一位专门给土
壤把脉的创业者，也被人们称
为“土壤医生”。

31岁的姜义亮是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水土保持研究所的一
名在读博士，也是一名创业
者。他作为锦华生态技术有限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带领着 20
余名员工的团队主要做的就是
土壤检测、诊断、土壤改良与修
复等技术工作。在他创业初
期，亲人朋友并不支持，感到一
个博士应该到科研单位或者国
家部门工作，而不是天天和泥
土打交道。但他坚持自己的理
想，要用所学知识去改善因环
境污染或施肥不当导致土壤出
现的“病症”。

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就是

采集土壤，然后把土壤样本带
回实验室进行土壤养分和重金
属含量的检测分析，根据检测
数据，为这块土壤开出一剂

“药方”。对农业中的土壤酸
化、板结改良、重金属污染、
有机污染、电子废弃物污染、灌
溉区农田污染等修复工作给出

可行性研究报告。例如针对大
棚蔬菜生长旺季对土壤摄取养
分多的状况，通过土壤采集进
行 分 析 ， 然 后 进 行 区 域 追
肥，以保证果蔬的品质和产
量。目前，他的业务覆盖到了
山东、宁夏、青海、新疆、甘肃、
广州等地。 文/图 陈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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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人们常把电焊工比作“钢铁裁
缝”，因为他们经常是给钢铁“缝缝补补”。
焊工是一门技术活，有着严格的工艺要求，
焊缝的位置、焊接时温度的控制都不容许
有任何的偏差，这样的“裁缝”可不好当，加
之现场那眩目的弧光、飞溅的焊花以及呛
鼻的焊接烟尘，如此工作常使人望而却
步。7月 12日下午，记者来到陕西省职业

技能大赛决赛焊工实操比赛现场，这里的
“焊将”们不惧各种考验，正在耀眼的弧光
中“武”动着别样的风采……

“此次焊工实操比赛难度是国赛难度
系数最高的一次，但参赛人数为近三年最
多。”现场负责人马江涛告诉记者，赛场
共设10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是标准9平方
米，选手需要在 4小时内完成板对接仰

焊、不锈钢小径管对接水平固定焊、管对
接、管板角接头四件作品，重点考核选手
手工电弧焊、手工钨极氩弧焊、CO2气体
保护焊等水平。

在现场，记者看到，“焊将”们全副
武装，面罩、口罩、防高温手套、防烫工
作服，一应穿戴整齐。他们或蹲、或坐、
或趴、或跪、或卧，不停地变换着焊接姿
势；汗水淌在脸上也顾不上擦一把，湿透
了的衣服早已紧紧地粘在背上。

“焊口哪怕出现头发丝般的气孔，都
是缺陷。”选手李晓超用手电筒反复照着
焊口位置，做最后的打磨。

现年 33岁的李晓超是榆林市总代表
队参赛选手。虽说年轻，但是技能娴熟、
施工经验丰富。2017年在山东省巴戈利亚
中德职业技能比赛中荣获优秀选手称号。

“焊接技术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这次比赛理论部分我就有小失误，今后我
会持之以恒加强理论学习，优化训练方
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李晓超
总结说。

比赛中，选手右手拿电焊钳、左手持
面罩，一丝不苟，沉着应战。有的小心焊
接试件；有的仔细清理焊渣；有的一鼓作
气，动作迅捷地焊接工件；也有的稳扎稳
打，反复比对工件，不断思索点焊位置。
现场的裁判员们也在各个焊接区域巡视，

观察选手的考试进展情况，焊接设备、试
件固定设备的使用状况。时间一分一秒地
过去，选手们认真地完成着每一道工序。

“我这次固定对接、水平固定手弧焊
发挥得还不错。”来自省能源化工地质工
会 2队的参赛选手王德川对记者说：“我
就是西安技师学院毕业的，从事焊接已经
12年了，平时大家都是闭门造车，这样大
型的活动，大家把绝活都亮出来了，既是
比赛，也是一次非常好的互相学习的机
会。”王德川建议，如果获奖作品展示之
后，选手能够对整个焊接过程进行解说，
更可以起到交流学习的效果。

第一次参加比赛的王志晓认为，比赛
提供了一次自我提升的机会，也是交流学
习的机会。“很难得有这次和高
手同场竞技的机会，我这次比赛
的成绩可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
我会虚心观摩获奖的作品，仔细
研究他们是怎么焊出来的，通过
总结经验教训，最大限度地提高
自己的焊接水平。”王志晓说。

记者在采访时，很多选手表
示，这不仅仅是一次比赛、一次
比武，而是对平时工作的一次检
验，更是为自己积累“大赛”实
战经验的一次练兵，“能取上名
次最好，得不上的话能学习其他

选手的技艺，也算是没白来一趟”，省建
设工会代表队范磊的话，在不少第一次参
赛者中得到了共鸣。

“焊工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
有些枯燥，却需要慢工出细活，必须以极
大的耐心、专注的态度、稳定的技术水
准，才能做到零缺陷。”现场裁判员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付浩说，此次技
能大赛通过以赛促学、学用结合，既为技
术职工提供了一个展示技能、切磋经验、
互相学习的平台，也让他看到了新时期技
能人才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工匠精神”
的传承。他认为，“工匠精神”就是敬业、精
益、专注、创新。

文/本报记者 杨涛 图/本报记者 鲜康

西安共享护理在摸索中起步
不出家门打针换药，挺省事！出现纠纷谁来负责？还模糊！

7月14日上午，在家长
的陪伴及家委会的带领下，
西安市浐灞第一小学一年
级五班志愿者一行 85 人
走进灞桥区狄寨麋鹿村

“太阳村”儿童福利院，想
通过抱抱孩子们、陪陪孩
子们，和孩子们一起互动，
为孩子们送去他们精心准
备的礼物等等，表达内心
真诚的爱。

志愿者们得知要去探
望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们，
每人都准备了丰富的慰问
品——学习用品、玩具、课
外读物、孩子们的应季衣服、零
食等…… 这些慰问品有些是志
愿者们用过的心爱之物，有些是
志愿者们用压岁钱买来的崭新
的学习用品。

通过观看儿童福利院的宣
传短片了解到，“太阳村”儿童福
利院，是由陕西省回归研究会
1996年建成，是专门为犯罪入狱
人员代养代教无人抚养的未成
年子女的公益性慈善机构。这

里的孩子们是一个长期被
忽视、有一定心里问题的
弱势群体，也是一个需要
全社会关注的群体。

志愿者们通过给孩子
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做
游戏等形式，让孩子们深
切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活动现场欢声笑语，
暖意融融，孩子们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
在福利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志愿者们还参观了福
利院的孩子们的生活设
施、学习环境并了解孩子
们的生活状况。通过了解
及相互交流，深刻认识到
这些孩子虽然家庭不幸，
但在救助中心和社会爱心
人士的帮助下，每一位都
表现出自信、独立、坚强的
一面。因各种原因，他们
失去了血亲之爱，但在社
会的大家庭中，他们又遇

到了爱，使他们的人生也可以快
乐地起舞。

“太阳村”儿童福利院之行，
志愿者们和随同的家长纷纷表
示：开展此类大手牵小手，爱心
伴我行活动很有意义，一方面可
以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学会主
动帮助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也可
以培养孩子的爱心、热心和责任
心，以后他们还要将爱的火炬继
续传递下去。 文/图 高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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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婕妤 彭宝丽）笔者 7月 13日从省人社
厅了解到，经人社部审核同意，我省确定2018年度企业
工资指导线。2018 年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7.5%、增长上线为12%、增长下线为3%。该工资指导线
适用于我省境内各类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

根据省人社厅印发的《关于发布 2018年度企业工
资指导线的通知》，各地市、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
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指导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和经济效
益状况，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民主程序，合理确定职工
工资增长幅度。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
应围绕基准线安排工资增长；经济效益增长较快、工资
支付能力较强的企业可在基准线和上线区间内安排工
资增长幅度；经济效益和支付能力一般的企业可按下线
安排工资增长幅度。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支付能力
不足、不能按照工资指导线标准安排职工工资增长的，
可低于工资指导线下线（含零增长或负增长）确定工资
水平，但要依法与职工集体协商确定。

陕西2018年度企业工资指导线确定

我省新增19个“国字号”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本报讯（文晨）来自省农业厅消息，根据农业农村

部日前公布的新认定的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和监测合格的前六批示范村镇名单，我省新增吴堡县岔
上镇丁家畔村等19个“国字号”示范村镇，前六批101个
示范村镇监测合格，全部保留称号。

近年来，我省以培育区域特色产业为核心，以推进
品相、品质、品位、品牌“四品”提升为路径，推动一村一
品加快升级步伐，有力地促进了全省“3 x”特色现代农业
建设。一是专业村镇数量稳步增长。截至2017年底，全
省发展一村一品专业村 4647个、专业乡镇 310个、生产
特色产品600余种。二是助农增收作用显著。2017年，
专业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786元，较2016年增长
13.6%。三是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17年专业村“三品
一标”认证总数较 2016年增加 24%。2017年获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村增加 35个，达 824个；获绿色食品认证村
增加253个，达611个。目前，我省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总数达139个，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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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日
前，省交通运输系统2018年职工
羽毛球比赛落下帷幕，省高速集
团 15名优秀选手在两个组别六
个项目的比赛中共获得10个奖
项，成为20个参赛代表队中战绩最
佳团队，也是该集团在历届羽毛球

比赛中取得成绩最好的一次。
本次比赛自 7月 4日开始，

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省交通运
输系统的 20家单位参加，176名
运动员在赛场上竞技，可以说是
省交通运输系统羽毛球爱好者
的一次大聚会。

在省交通系统羽毛球比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 成丽君 王
同利）7月 11日，国网铜川市耀
州供电公司营业厅内，客服人员
通过现场讲解、展板展示、宣传
彩页发放等方式向社会发布优
化营商环境新举措，为企业经营
发展注入动力。

“我们正在启动助力小微企
业获得电力‘零上门、零审批和
零投资’专项服务行动。助理小
微企业获得电力，同时，以后报
装不用再来营业厅了，你们可以

下载‘掌上电力 APP’通过手机
就能申请办电，收到申请后我们
的客服人员将第一时间与您联
系，预约现场勘查时间，从申请
到送电你们不用跑一次。”客服
人员小张正在给客户讲解着。

今年以来，耀州公司针对小
微企业规模小、周转资金不足等
特点，创新推出"三零"办电新模
式，最大程度减少客户一次性投
资，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小微企
业迅速走上发展快车道。

国网铜川市耀州供电公司

高效服务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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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对参赛选手作品进行检测裁判员对参赛选手作品进行检测

省高速集团

输液地点，从医院挪到家里，一个
电话，就能让护士上门服务……依托共
享经济的浪潮，共享护理成了人们关注
的焦点。这一新型服务被人们称为“共
享护士”，让医院和家庭的场景切换成
为可能。

单车可以共享，房可以共享，但是
当闲置资源由物变成人的服务时，人们
是否能够接受？日前，笔者在西安调查
时发现，“共享护士”平台很多，用户也
不少。对于这一共享浪潮，人们大多持
宽容、期待的态度。

市民

费用多一些 效果还不错

“注册完成后，可以根据定位，看到
距离自己最近的护士信息，包括就职医
院、从业时间等。不同的护士，会提供
不同的服务项目。界面上，会显示护士
的空闲时间，供用户进行预约。操作起
来挺简单的。”近日，预约了“共享护士”
上门服务的西安市民李女士介绍。

除了自主选择护士进行预约之外，
用户还可以首先选择需要的服务，再通
过“共享护士”平台发布订单，由护士抢
单。在确认订单前的最后一栏，要求患
者上传就医证明照片，其中包括病历、
诊断证明、药品处方、药品照片等。

“共享护士”的收费情况如何？李
女士这次叫“共享护士”，花了 168元，

比平时在医院输液的花费，要多出一
截。但是，考虑到打车往返还需要近30
元，加上排队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这么
算下来，李女士觉得“共享护士”的收费
还算合理，可以接受。

“起初不放心，怕不够专业。但接
受服务后，感觉效果不错。”李女士说，

“我这个病，药物比较简单。要是遇到
容易引起过敏的药物，出于安全考虑，
她们也不会给你提供输液服务的。”

护士

患者挺需要 困惑也不少

要想成为一名“共享护士”，需要上
传自己的护士执业证、身份证等相关信
息。经过后台审核后，才可以上岗。

去年底，护士小孔在同事的介绍下，
注册成为一名“共享护士”。“本来只是好
奇，想注册了看看。读了新闻报道，才知
道已经有不少人在从事‘共享护士’了。”

“对于‘共享护士’，西安市内的需求
量还是挺大的。”小孔表示，这种模式对患
者来说，减少了奔波的麻烦；对护士来说，
所执行的工作风险相对较小，还可以利用
自己的闲暇时间来增加收入。

谈到问题，小孔直言，虽然在抢单
之前，应用后台会审核用户上传的病
历、医药信息等，从而判断患者的情况
是否适合护士上门服务，但现阶段，还
缺乏相关的监管。另外，自己作为女

性，从事上门服务也有些担忧。为了安
全起见，自己每次上门，都会提前给家
人发送定位。再者，如果医院临时要求
加班，她当然还得以医院为主，这就难
免影响到已和她约好的平台上的患者。

护士注册成为“共享护士”，医院是
否知情？小孔表示，“不敢把这个事情
放到明面上来。”据了解，医院虽没有明
令禁止，但护理部的管理人员跟护士都
打过招呼，“因为在注册‘共享护士’时，
要提供挂靠医院的信息。医院担心，护
士上门服务时发生医患纠纷的话，院方
恐怕要担责。”

采访中，一些业内人士也表达了担
忧：一方面，目前从事上门服务的“共享
护士”多为年轻女性，人身安全方面，由
谁来保障、负责？另一方面，由于大多
数“共享护士”是私人注册，其挂靠的医
院并未直接参与，若出现医疗纠纷，又
由谁来负责？此外，上门护士若因自己
所在的医院临时加班而取消订单，消费
者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凡此种种，皆
有待明确的规范。

管理部门

市场很巨大 管理需规范

“‘共享护士’是需要规范和引导
的。”西安市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苏星
表示，“共享护士”的确为老百姓带来了
便利。目前，西安市已有不少医护人员

注册成为“共享护士”，用户数量也不
少。尽管“共享护士”作为一种新兴事
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
需求，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对于“共
享护士”还没有明确的规范。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
部主任辛霞表示，在国家没有出台相关
政策与法规之前，医院基本上对“共享
护士”采取观望态度。相较于国外已
经成熟的“上门医护”体系，国内目
前的“共享护士”服务在资费方式、
执行内容、责任判定等方面，都没有
具体的规定与要求。此外，很多平台
运营者的医疗专业程度也难以确定，
他们对风险的预估难免有失准确。这
些因素，使得“共享护士”这一新事
物在破土而出、蓄力发展的同时，也埋
下不少隐患与风险。

“金牌护士”是一款“共享护士”
APP，CEO丁少磊在采访中表达了作为
运营方的建议：希望政府可以为运营方
发放相关资格牌照，从而规范具有线下
医疗机构支撑的远程医疗。此外，他认
为“共享护士”服
务可以在政府的监
督下，在行业协会
的指导下，由企业
参与，尽快出台统
一的规范，让运营
方有标准可依。
（龚仕建 魏同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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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亮和同事在大棚里采集土壤姜义亮和同事在大棚里采集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