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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劳动者的节日，五月又是五彩缤纷的
季节。在这个生机勃勃的“红五月”，一首首属于
劳动、属于创造、属于劳模的赞歌随风而起，响彻
三秦大地……

“今年五一劳动节的氛围感特别浓！”出租车
司机王兴德每天开车行驶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从
业 15年的经历，让他对于这座城市非常熟悉，发
生的一丁点变化都能深刻感受到。“五一”期间，他
每晚都能看到西安市的地标性建筑上打出“劳动
最光荣、奋斗最幸福”等字样，他觉得作为一名劳
动者，穿梭在“这样绚丽的灯光中”感到特别自豪。

这是全省各级工会围绕 2022 年全国五一表
彰大会和省劳模评选表彰工作，上下同心，合力
开展“五一”主题宣传活动的一个缩影。与王兴
德有同样感受的西安人为数不少。从 4月 29日
到 5月 5日，特别是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
西安众多的标志性建筑、楼宇广场以及车站、机
场，用五彩灯光齐刷刷地闪耀出有关“赞美劳动、
劳模、劳动者”的宣传标语、口号，与公交车及公
交站点、出租车、地铁、银行商户门头、户外电子
屏上滚动播放的“向劳动者致敬、向劳模学习”等
标语，交相辉映，构成了立体多元、持续壮观的

“灯光秀”，给人一种“满城灯火皆为劳动者绽放”
的强烈视觉冲击，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

城市灯光秀：致敬每一位普通劳动者
5月 1日 8时许，迎着朝阳，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劳动模范、中铁一局电务公司高级技师
窦铁成带着 2岁多的孙子途经西安小寨天桥，望
着东南方向西安国际贸易中心电子大屏上“劳
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标语，内心激动
地说：“西安城市的劳动氛围越来越浓了，工人
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了！”

在西安城墙，“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
劳动者”等字样的灯光条幅，与厚重巍峨的城
墙、飞檐翘角的城楼、流光溢彩的车流、闪闪发
光的护城河水，相得益彰，相互映照，组成立体
的灯光夜景，把节日的西安打扮得璀璨美丽、大
气磅礴，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西安广播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孙维表示：“新时代，需要持
续奋斗，创造新的辉煌。在这个“五一”，通过这
样特别的方式，唱响了劳动的赞歌。让我们手
牵手、肩并肩，把最美好的期盼送给明天。”

不仅在西安城墙，“五一”期间，在西安奥体
中心、电视塔、浐灞生态区、陕西信息大厦、小寨
十字国贸中心等重要地标性建筑都滚动播放关
于“五一”主题的宣传标语。“晚上开车沿着南二
环去曲江，看到了向劳动者致敬的灯光秀，仪式
感太强了！”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权
心怡如此感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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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
礼赞劳动美 致敬奋斗者

省总工会推出“最美劳动者”系列核酸贴纸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5月 7日，西安市进行又

一轮的全域核酸检测，许多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后
惊喜地领取了核酸贴纸“警小帅”。“警小帅”是陕
西省总工会联合西安市推出的“最美劳动者”系
列核酸贴纸之一。

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
社会营造“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的浓厚
氛围，激发全省广大劳动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省总工会策划实施了

“点亮城市致敬劳动者”“劳模工匠事迹集中宣传
报道”“劳模工匠宣讲活动”“五一网上普惠活动”
等“五一”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此次推出的“最美劳动者”系列核酸贴纸是
“五一”主题宣传系列活动之一。省总工会以不
同行业的劳动者为原型设计制作了“劳动美”系
列核酸贴纸，有代表公检法司系统的“警小帅”、
代表卫生医疗系统的“医小美”、代表邮政运输快
递行业的“速小达”、代表教育系统的“师小蒙”、
代表产业工人和广大职工干部的“秦小工”等，以
此向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公安干警、医护人员、人民教师、快递小哥、产
业工人等广大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又一次在
全社会唱响了“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主旋律。 市民展示市民展示““警小帅警小帅””贴纸贴纸。。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鲜康鲜康 摄摄

4月27日下午3时，在医院见到贺宝荣时，他刚
刚结束手术。“他不是在手术，就是在准备手术的
路上。”这是同事对贺宝荣的评价。

从业三十年，西安市红会医院脊柱病医院椎间
盘与畸形病区主任贺宝荣不断创造条件，执着追求
着自己在脊柱疾病治疗领域的人生价值。今年“五
一”前夕，他荣获了“陕西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不放弃每一位患者
当贺宝荣带领团队义诊时，患有先天性脊柱

侧弯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花季少女王娟抓住了这次
机遇。

花费大、难度大、手术风险高，贺宝荣却没有
犹豫，给了这个孩子希望。“脊柱手术在骨科里难度
最大，脊柱侧弯手术又是脊柱手术中‘天花板’级别
的。”作为医生，贺宝荣坦言，自己的压力其实很
大。但他不仅做了手术，还联系智善公益基金会赞
助5万元手术费……努力做到让王娟“零花费”。

如今，王娟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每

每说起贺宝荣，她都赞不绝口：“贺大夫给了我新的
人生，他能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一个好医生。”

“身为临床医生，只有不断攻克脊柱领域的救
治难关，造福百姓，才能算一个合格的医生。”贺宝
荣说。为了不放弃每一位患者，贺宝荣多次联系智
善公益基金会为患者资助，解决贫困脊柱畸形患者
高额的手术费用问题。6年来，他在青海、宁夏、西
安举办大型脊柱畸形义诊活动，累计开展义诊2000
余例，资助患者223例共480余万元。

冒险也要打破“禁区”
1998年，一个渭南小伙寰枢椎骨折后被家人送

至科室，呼吸困难，不能走路。国内外对该部位损
伤重建缺乏理论支持与手术技术体系，存在伤情
重，死亡率高、诊断困难等问题。面对医学难题，
贺宝荣陷入两难。

“寰枢椎后方椎管容纳延髓，延髓是生命中
枢，主管呼吸和心跳，被称为手术禁区，稍有差池，
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贺宝荣说，很多医院
选择避而远之。

小伙的父亲说：“儿子才 18岁，不做手术根本
没有希望，做了起码有一丝可能。”

最终贺宝荣决定冒着风险科学尝试。筹备了
三周，手术三小时很成功，赢得了众人喝彩，而贺
宝荣却悄悄离开了，他要以最快速度将手术对细微
之处的把控及时总结。

随后，贺宝荣团队开发了寰椎后路内固定装置

及操作工具。同时国际上首次对寰椎椎弓根及其髓
腔进行分型、研发了动态固定装置，解决了寰椎骨折
内固定的选择难题，实现了术后旋转功能的保留。

“制定了寰椎骨折临床询证医学指南，使我国
在高颈段脊柱损伤修复方面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成
果推广至全国 18省市，治疗患者 8500例，效果良
好。”贺宝荣自豪地说。

努力给行业“立规矩”
“骨质疏松骨折被称为‘最后一次骨折’。”贺宝

荣说。椎体成形术是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常用的
方法，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患者满意度高等特点，
而骨水泥的注入量差异较大，打少了承受力不够，
多了往外渗漏且椎体强度大，从什么部位打、骨水
泥分布在什么部位最好，也并不统一。这些成为
影响骨质疏松骨折治疗的“瓶颈”，也成为贺宝荣
给行业“立规矩”的奋斗目标。

在无数个夜晚中苦苦探索，他整理出了横突
中点和关节突移形部为穿刺点、注入骨折椎体的
25%体积的骨水泥治疗法，并制定了中国《急性症
状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椎体强化术临
床指南》和《症状性陈旧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
折手术治疗临床治疗指南》，让我国此类疾病治
疗有了“指导纲领”。

“我一生都在为患者的脊梁服务，最大的梦想
就是让更多患者挺起‘脊梁’。”贺宝荣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记陕西省先进工作者、西安市红会医院脊柱病医院椎间盘与畸形病区主任贺宝荣

让更多患者挺起“脊梁”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 5月 7
日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省医保局、
省卫健委日前下发通知，决定再
次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自 5 月 7 日
24时起执行。

公立医疗机构按照卫生健康部
门诊疗规范开展的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单人单检价格每人次最

高限价为 19.7元（含扩增试剂）；多人
混检不分样本数量，每人次最高限价
为 3.4元。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
其他规定仍按省医疗保障局、省卫
生健康委《关于调整公立医疗机构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
的通知》（陕医保发〔2021〕67 号）文
件执行。

我省调整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项目价格
单检最高限价19.7元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 王希）国务院国
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国资委
主任郝鹏 7日说，通过持续攻坚，地方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取得决定性进展，主体任务完成进度超过
90%，整体进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

他是在 7 日举行的“地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推进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国企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0 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0-2022 年）
正式启动。国资国企系统以实施三年行动为契
机，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冲锋号”，通过加快深
化改革，让企业机制活起来，让布局结构优起来，
让发展动力强起来。

郝鹏说，在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各地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解决了一批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公司制改革基本完
成，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
面扫尾，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
化经营机制等改革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据了解，目前地方一级企业及重要子企业全
面完成党组织前置研究事项清单制定工作，一
级企业及各级子企业基本实现董事会应建尽
建；加快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省级国资
委监管企业各级子企业经理层签约率达到
95%；全国省一级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
监管比例达到 98%。

根据相关安排，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主体任
务将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各项任务将在党的二
十大召开之前基本完成，今年年底前实现全面
高质量收官。

郝鹏表示，下一步国资国企系统要保持战略
定力，敢于较真碰硬，强化全面收官，突出抓好改
革的质量效果，突出抓好改革成果的制度化长效
化，突出抓好典型经验的复制推广。

近年来，改革向纵深推进为地方国企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来自此次会议的信息显示，
2021年，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183.7
万亿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到 35.4万亿元、
1.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27.4%。

地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主体任务完成超过90%

■我国将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网络治理

■教育部要求将绿色低碳理念纳入教育教学体系

■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97亿美元

■演员片酬等劳务合同须以本人名义书面形式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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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微博 记者 5月 7日从教育部获
悉，2022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

教育部 7日会同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析研

判形势，全面动员和部署做好 2022 年高考工
作。会议强调，要周密制定组考防疫工作方
案，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完善突发疫情
应急预案，做到“应考尽考”“安全平稳”。

2022年全国高考6月7日至8日举行

新华社海南文昌5月7日电（记者 李国利
孙鲁明）5月7日，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
号遥五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
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
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
试等工作。

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近日择机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