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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第五届养老护理
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中，有三
分之一的参赛选手是90后

他们为养老护理
行业增添新力量

“奶奶，我来扶您到轮椅上，您慢一点。”
李楠小心地搀扶起“老人”，将其慢慢挪到轮
椅上，再推着“老人”出去散步。

“别看推轮椅谁都会，可真正做到又稳
又快又安全，并且让老人感到舒适，其实大
有学问。”从竞赛场上下来，来自西安市第三
爱心护理院的参赛选手李楠说，“大赛严格
考察我们的实践操作技巧，对我们做好为老
服务很有指导意义。”

2022年 11月 28日至 12月 1日，陕西省
第五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现场，
全省养老护理“尖兵”同台“打擂比武”，比理
论、拼技能、显身手。

养老护理“尖兵”巅峰对决

在为期 4天的陕西省第五届养老护理
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中，选手们既要比理
论，也要拼技能。“‘力求真实性、促进专业
性’是此次大赛的最大特点。大赛设置‘居
家照护服务、社区照护服务、机构照护’等竞
赛模块，真实还原日常照护场景，不仅考察
选手的基础照护能力，还考察选手对心理支
持、认知症评估等全方位环节的掌握程度。”
大赛裁判岳慧娟介绍。

与往届比赛不同，本届竞赛形式由原来
的线下竞赛调整为“线上+线下”混合式竞
赛，并将往年的单赛道改为职业组和技能组
2个赛道的比赛模式。

“赛制的变化，能够更加公平公正选拔
选手，同时更好地展示我省养老护理员的职
业风采。”岳慧娟说，“本届比赛还有一个很
大的亮点，就是将往届大赛的模拟环节升级
成了‘真实还原’，比如为老人洗头、吸痰，这
次是真的用水和洗发膏为老人进行清洗，还
要用吸痰器为老人把痰吸出来。这一方面
考验护理员的实操技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大
赛起到引领作用，把为老服务做到实处。这样
的‘真实还原’在全国都是一次先行先试。”

把为老服务做到实处

从业 6年来，西安长庆老年公寓的养老
护理员王瑾一直坚守在护理一线，2022年是
她第一次参加省级比赛。“一般人觉得养老
护理员就是照顾好老人的‘吃喝拉撒’，而事
实并非如此。我们不仅要为老人提供基础
照料服务，还要为老人提供心理疏导、感染

防控等全方位、科学合理的照护服务。”王瑾
说，“不管是翻身、穿衣、搀扶，还是康复治
疗、心理慰藉，我感觉处处都需要专业技能，
更需要一颗真诚热情的心。”

为老人擦浴的水温应保持在多少摄氏
度？适宜老人睡觉的室温和湿度是多少？
教 老 人 使 用 拐 杖 行 走 有 哪 些 注 意 事
项？……类似的细节问题都是这次大赛的
关键考点，也是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精准标
尺。“以赛促学，让我更感受到自己在平时护
理工作中应该如何提升服务质量，把每一件
护理小事做得精准、到位。”首次参赛的 90
后养老护理员张园华说，“身边许多同事都
很年轻，这次大赛中也有很多 90后甚至 00
后的身影，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正在得到社
会越来越多的接受和认可。”

吸引更多人投身养老护理行业

“这些荣誉时刻提醒我要恪尽职守，做
老年人的贴心守护者。”作为大赛技能组一
等奖获得者的李楠，不仅拿到了 3万元的奖
金和省民政厅颁发的获奖证书，她还将被省
人社厅授予“陕西省技术能手”称号。

目前，我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约774万
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 19.6%，出现“中度老
龄化”特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养
老服务需求将持续增长，而养老护理员的数
量、素质直接关系到养老服务质量的优劣。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加强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作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抓
手，强化培训、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锻
炼和培养技术能手，激发广大养老护理员岗
位练兵、岗位成才的自觉性，促进养老护理
员的整体素质提升。

“我们希望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行业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更多人投身养老
护理行业，不断扩充和优化全省养老护理
专业人才队伍，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规范
发展。”省民政厅副厅长郭惠敏说，“与前四
届竞赛相比，本届 90后占到参赛选手的三
分之一。通过这几年参赛人数和年龄段的
变化，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 80后、
90后，甚至包括许多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
人才积极投身养老照护工作，为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增添新力量、注入新活力、孕育新
希望。” （杨小玲 南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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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薇 陈朋）1月6日，中国石油
集团测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井口计量装
置，超前预警功能提示大庆油田红岗区一口
产油井压力异常，经处理后正常运转。

据了解，井口计量装置可实现同步对含
水率、液量自动连续精确测量，以及数据实
时远程传输，具备测量精确、适应性强、智慧
应用等技术优势。

中石油测井公司：研发装置成功预警产油井压力异常

本报讯（张默）近日，陕西燃气集团公司
被评为 2022年度陕西省建设系统劳动竞赛
优胜单位，连续2年获此殊荣。

2022年，该集团聚焦稳增长多贡献、抓

项目促转型、抓改革增动力、守底线防风险、
强引领促发展五方面，广泛开展岗位练兵、
技能比赛、技术交流、师带徒等活动，劳动竞赛
活动覆盖面达90%以上，职工参与率超过85%。

陕西燃气集团：被评为省建设系统劳动竞赛优胜单位

本报讯（杨晶）近日，陕西省煤层气公司
韩城分公司承揽的黄陵店头电厂2×1000MW
小煤窑破坏区治理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智能化制浆新工艺助力项目施工提高效率。

该项目是公司首次独立承揽亿元级煤
矿灾害治理工程，总面积 420012 平方米。
该公司把智能化注浆作业设备引进到施工
中，使工效提升40%以上，加快了工程进度。

陕西煤层气韩城分公司：新工艺助力施工提高效率

本报讯（记者 郝佳伟）1月9日，记者从
省文物局获悉，央视兔年春晚舞台设计创
意取材自距今 6000 年至 4800 年前庙底沟
彩陶标志性的“花瓣纹”。据悉，这种花卉
图案的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而
华山则可能是由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
名。考古学家得出这一结论所依据的文物
来自渭南市华州区（曾用名“华县”）的泉护
村遗址。

据了解，庙底沟文化以彩陶和尖底瓶为
标志，影响范围东至大海、南至长江流域以
南、西至青海、北至长城沿线，可以说形成了

“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花瓣纹是庙底
沟文化彩陶最典型的纹饰之一，主要是由数
量不等的“叶片纹”组合而成，反映了“花”可
能是史前先民所表达的构图思想。

1958年至 1959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
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对华县泉护村遗址进行

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在其主要堆积庙底沟文
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以圆点、弧线等构成
的典型庙底沟文化花卉纹彩陶，其中象生性
鸟纹富有特色。

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
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重要
转折点。原本经营粟作农业的庙底沟文化
先民，在与长江流域史前先民的交流中，发
展出稻作农业，使粮食的来源比以前更加多
样化。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差异
显著，出现了作为区域中心的特大型聚落。

又讯 1月 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
晚吉祥物“兔圆圆”和总台文创兔年生肖形
象“兔团团”等产品正式发布。其中，“兔团
团”的设计采用了陕西凤翔泥塑的传统纹样
作吉祥纹饰，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凤翔泥
塑第三次与春晚结缘。

陕西文物元素将亮相央视兔年春晚

本报讯（记者 刘强）1月 9日，省市场监管局
召开全省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
动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专项行动。

会议明确，此次行动自即日持续至起至 6
月，活动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工作难度大，是
集结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力量对涉疫药品和医
疗用品领域违法行为的一次综合全面治理。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保持高压态势，切实维护
市场价格稳定，突出一个“快”字。加大监管执

法力度，突出一个“准”字。发挥市场监管合
力，坚持案件快办严查，形成强大有力震慑，突
出一个“严”字。

会议强调，此次专项整治主要任务是“五个
全面”：全面加强价格监管执法，坚决打击哄抬
价格等违法行为。全面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和广
告监管，整治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全面加强
网络交易监管执法，切实维护网络市场秩序。
全面加强非医用口罩质量安全监管。全面加强

药械生产流通监管，坚守质量安全底线。
会议要求，要强化重点督导，及时研究解决

趋势性、典型性问题，对重大问题重大案件加强
跟踪督办，确保执行到位。加大对农村地区涉
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综合监管。要重视宣传解
读，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积极报道专项行动
开展成效，在全社会营造稳价保质工作的良好
氛围。要做好成果运用，不断巩固专项行动成
果，全面推动专项行动落细落地落实。

陕西部署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10 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快住
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提出，到 2025年，我国将基本形成全系统业
务协同、全方位数据赋能、全业务线上服务、
全链条智能监管的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
模式。

指导意见要求，构建数字化服务新模式，推
进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编制服务事项基本
目录和实施清单，实现同一服务事项在全国范围
内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指导意见强调，打牢数字化发展的数据和平
台基础。建立健全让数据用起来的机制，依法加
强数据汇聚、共享和利用，推动实现各地信息系

统的互联互通、协同联动，形成“纵向贯通、横向
联通”的数据共享“立交桥、高速路”，支撑跨层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
和服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副司
长王旭东说，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达
1.64亿，到2025年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
基本确立后，除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面签等规定必
须当面办理的服务事项外，其他业务基本能够实
现网上办、掌上办。

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进行住房公积金服务
创新实践。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重庆、
成都、广州、深圳、苏州、常州等 6个城市开展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广州、厦

门等城市公积金缴存人承租部分保障性租赁住
房和长租房，可委托公积金中心，从个人公积金
账户中按月扣划资金直接支付租金，并可享受押
金减免等优惠政策。

“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将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住房公积金普惠性公共服务效能，有利于打破
住房公积金跨区域流动壁垒，扩大住房公积金制
度覆盖面，更多更公平惠及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和
缴存单位。”王旭东说。

指导意见还明确，强化全链条监管，不断完
善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电子稽查工具
等数字化监管手段，推动形成部省市三级联动的
数字化监管机制，逐步从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事
后全过程监管转变，守好缴存人钱袋子。

2025年我国将基本确立
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

本报讯（王海鹏）受西风槽和低层偏南暖湿
气流共同影响，1月 11日至 15日，我省多雨雪天
气，雨雪最强时段为 13日-14日。前期气温偏
高以降雨为主，13日以后随着气温逐渐下降将
自北向南出现雨转雨夹雪或纯雪：关中平原东
部、汉中、安康平原为雨夹雪或雪，其余地区以
纯雪为主。

受冷空气影响，13日-14日陕北、关中北部、
陕南东部有 5-6级偏北风，阵风 7级以上。过程

降温：陕北8℃～10℃，局地可达12℃以上；关中、
陕南6℃～8℃，秦巴山区10℃～12℃。最低气温
出现在16日凌晨：陕北北部-14℃～-12℃，陕北
南部-12℃～-10℃，关中、陕南-6℃～-4℃，局
地-10℃～-6℃，秦巴山区-18℃～-16℃。

另据西安市气象台预报，1月12日夜间至15
日，西安市多雨雪天气，雨雪最强时段为 13日-
14日。前期气温偏高以降雨为主，13日起随着
气温逐渐下降将出现雨转雨夹雪转雪：城区及北

部区县为雨夹雪转雪，南部区县以纯雪为主。受
冷空气影响，13日-14日有 3-4级偏西风，阵风
5-6级。过程降温：城区及北部区县 6℃～8℃，
南部区县 8℃～10℃，秦岭山区 10℃～13℃。最
低气温出现在 16 日凌晨：城区及北部区县-
6℃～-4℃，南部区县-8℃～-6℃，秦岭山区-
16℃～-12℃。另外近期近地层湿度逐渐增加，
夜间至早晨多大雾天气，能见度较低，特别是 12
日夜间到13日部分地方能见度低于500米。

我省迎来雨雪降温天气 西安16日凌晨最冷

1月10日，西安街头的年味愈发浓厚。记者在城隍庙
市场看到，带有兔子图案的布偶、贴画和灯笼受到小朋友
的喜爱。在南院门文化街区，写春联、画生肖成为一道靓
丽的风景。

随着春节临近，鲜花销售也快速升温。在朱雀花卉市
场，各类鲜花姹紫嫣红，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本报记者 刘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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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城隍庙采购年饰。

↓手艺人
在南院门文化
街区的摊位上
画生肖。

↓市民在朱雀花卉市场购买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