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3日下午，一
名拄着拐杖的中年男子在西
安公交三公司站点准备乘车
时，由于双腿残疾，无法自行
上车，243路公交司机见状，
迅速离开驾驶室将其扶上
车坐下。”昨天下午，市民
郭先生向本报打来电话

说，事情虽小，却很
暖心。

郭先生说，当日下午 4时
许，他在西安十里铺附近办完
事，来到万寿北路口东边的243
路公交三公司站点准备乘车回
家。当他走到距公交车站大约
还有 20米时，一辆 243路公交
车缓缓驶入站点，就在他望着
公交车加快脚步时，看到一名
拄着拐杖的中年男子走到车门
前，右手抓着车门上的扶手，左

臂撑着拐杖，腿却抬不到车门内
的台阶上去。

“我快要走到车门口时，看
到公交司机快速离开驾驶室，双
手抱着这名男子的胳膊，一点一
点将该男子扶到驾驶室右侧的
第一排座位上，又把这名男子的
拐杖放到座位旁边，叮嘱其把栏
杆抓好。安顿好这名男子后，公
交司机返回到驾驶室，又望着我

说‘上车慢点’。我觉得这件事
情看着很小，却让人感觉非常暖
心。”郭先生说。

记者随后通过西安市公交
八公司 243路公交车队寻找到
了乘客眼中这位暖心的公交司
机张斌，提起这件事情，他笑着
说，“咱公交司机和乘客原本就
是一家人，见了行动不便的人帮
一把，理所应当的事情。”

公交司机扶“拐杖男”上车 暖心

“拐杖男”用坚强感染人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斌
说，“我刚将车驶入站点，就发
现那位拄着拐杖的男子双腿明
显和正常人不一样，将车停稳
后打开车门正准备到跟前去扶
他时，他自己却挣扎着上车，我
担心他摔倒，就赶紧冲过去抱
住了他的上半身，然后把他扶

到座位上。交流过程中，对方
说他是商洛人，并问我这趟车
到了西安火车站，离售票窗口
远不远？”

张斌说，由于他忙着营运，
一路上没有过多和这名男子说
话。到了终点站火车站，等车上
其他乘客都下车以后，他将这名

男子扶下车，指着火车站售票大
厅告诉其具体方位。对方随后
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朝马路
对面艰难地走去。

“这名拄着拐杖行动非常
不便的男子看上去 40多岁，和
我交流时显得非常乐观。望着
他向火车站走去的背影，突然

之间让人感觉到很心酸。也不
知道他要坐火车去哪里？去
干什么？但是觉得他挺坚强
的。与他相比，我们四肢健全
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
工作，不好好地活着呢？”张斌
感慨地说。

首席记者赵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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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英杰记者陶颖）
记者昨日获悉，4月15日至21日
是第 25届“中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科学抗
癌，关爱生命”，副主题为“抗癌
路上，你我同赢”，旨在传播科学
防癌抗癌理念，普及癌症防治知
识，增强抗击癌症信心，切实做
到抗癌路上你我同赢。

合理的抗癌策略不仅包括
规范化诊断、规范化治疗，还应
包括科学预防、早期筛查及身心
康复。就今年的肿瘤防治宣传
周主题而言，空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肿瘤科主任张红梅说：“抗
癌路上，你我同赢。预防癌症的

最佳策略是改变自身生活习惯，
首先要戒烟限酒、合理饮食、适
量运动、心态平衡、职业防护、环
境防护以及疫苗接种等，去除或
减少致癌因素，以期降低癌症发
生。”

其次，应定期进行癌症筛
查，以便早期发现、早期根治癌
症。比如有多年大量吸烟史的
人群，建议进行胸部低剂量螺旋
CT检查；持续性消化不良、食欲
减退、腹泻便秘交替或大便带血
的人群，建议行胃肠镜检查；涕
中带血、耳鸣耳闷的人群，建议
行鼻咽镜检查。

另外，当发现身体出现肿块

并逐渐增大，阴道不规则出血或
接触性出血，进食时有异物感，
黑痣增大等这些可能的癌症早
期信号时，请及时专科就诊并进
行必要的检查。

据介绍，癌症治疗具有个体
化和特异性，同是肺癌患者可能
接受治疗的方法截然不同，同样
的治疗方法也不适用于每位肺
癌患者，需要“量体裁衣”地为每
位患者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
案。另外，一经确诊，癌症患者
本人或家属都迫切想要获得最
好、最快的治疗效果，当您看到

“重磅新闻”时，一定小心不要掉
进过度宣传的“陷阱”，请选择正

规医院接受规范化治疗癌症的
阶段性治疗结束后，建议患者继
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适量运
动，保持积极心态，定期复查、随
访。癌症患者康复的目标是顺
利回归社会，需要患者、家人、医
护人员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张红梅说，抗击癌症是“持
久战”，从诊断癌症的第一天起，
就应调整情绪，以积极心态正视
疾病，接受合理规范的治疗，改
变不良生活习惯并定期随诊。
抗癌路上，加强患者教育、消除
谣言误区、提升诊疗能力、关爱
癌症家庭，需要社会各界共同
努力！

15日至21日是“中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关爱癌症患者 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在西北大学附属医院·西安
市第三医院耳鼻喉科住院的藏
族患者赤列（化名）就要出院了，
她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护士杜
默闻说“谢谢”，脸上露出纯朴的
笑容。

4月9日，来自青海的32岁
藏族患者赤列因慢性鼻窦炎就
诊于西安市第三医院耳鼻喉科，
她不太会说汉语。

医生定于4月11日9时，为
患者实施进行鼻内窥镜下鼻窦
手术。手术前一天，手术室护士
杜默闻专门去病房进行探视。
得知赤列听不懂汉语，为了更好
地缓解她第二天手术前的紧张
情绪，减少因沟通问题而产生的
恐惧心理，杜默闻回家后专门下
载了翻译软件进行学习。她与
患者家属沟通，将手术的步骤让
患者家属翻译成藏语，她录制成

七段暖心的小视频；以便手术中
使用。4月11日9时，患者赤列
被推进了手术室，头一次做手
术，她显得很紧张，胳膊将放药
的盆子抱得紧紧的，紧张得面无
表情。

为了让患者尽快放松下来
以便麻醉，杜默闻拿出纸和笔，
画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问她
家里几个孩子。赤列明白了，指
了指男孩子用不熟练的汉语说：

“三岁了”。杜默闻又用笔画了
兔子、猫、狗等小动物，用手指了
指赤列的嘴，示意她用藏语说，
患者轻声地一一说着，表情开始
放松。杜默闻双手为她点赞，夸
她说得好。

在耳鼻喉科、麻醉科及手术
室医护人员共同努力下，经过一
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赤列苏醒后，用不太流利

的 汉 语 对 医 务 人 员 说“ 谢
谢”。西安市第三医院医护人
员用暖心的服务、温暖的关

怀，使患者感到无微不至的
照顾。

文/图本报记者张毅伟

为缓解藏族患者紧张情绪

语言不通护士画画来沟通

护士画画与藏族患者进行沟通

本报讯（记者陶颖）4月13日，由
西安正恩医疗公司——赛好综合门诊
主办，省内外部分医学专家和学者参与
的心血管病防治交流会在西安举行。

西安正恩医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自成立以来，立志打造全新的医疗模式
和健康管理模块，打造现代的疾病防治
方式。此次交流会，旨在通过医学专家
和学者们的学术交流，深度寻找为民解
忧除患的好方法，造福三秦父老。

交流会上，与会省内外部分医学专
家和学者们就目前患者死亡率高，且已
超越癌症成为排名首位的健康杀手
——心血管疾病如何进行防治等展开
了研讨，并对一些现代科学新疗法，从全
方位、多层次加以科学剖析和论证，以此
进一步提升人们的早检测早治疗的健康
意识，树立健康一人，幸福全家人的新
理念。与会期间，部分曾有心血管病的
患者对如何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且重获
健康的体会，与参会者们进行了分享。

心血管病防治交流会
在西安举行

由壹基金、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
协会等单位组织的“小白鹭儿童服务站”
昨在红专南路社区挂牌成立。该服务站
主要针对课余失陪伴、阅读无指导的城
市流动儿童提供社区巾帼志愿服务。

“少年强，则国强。只有我们树立
了远大的理想，努力学习，坚韧不拔，用
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建设祖国
……”昨天10点，来自西安市大雁塔小
学三年级的小学生杨轶哲，胸前系着鲜
艳的红领巾，穿着白绿相间的校服，就
像一只美丽的白鹭鸟，代表所有在“小
白鹭儿童服务站”参加活动的儿童，发
出了铿锵有力的誓言。

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的志
愿服务项目负责人班理说，儿童服务站
主要为城市流动儿童提供社区巾帼志
愿服务。在红凤协会2018年99公益日
筹集资金、壹金配捐的情况下，在我省
筹建了2个流动儿童服务站。分别以

“小朱鹮”“小白鹭”两种美丽的小鸟命
名。今后希望红凤协会的各个专业志
愿服务队都能搭建志愿服务的平台。
整合力量，为儿童的健康成长贡献时
间、技术和力量。

红凤协会现场与八个专业志愿服
务队签约，他们将为“小白鹭儿童服务
站”提供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以后，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儿童服务
站举办的机器人科技普及、口腔卫生、
视力保健、阅读朗诵指导、少儿礼仪培
养、儿童棋类、绘画、趣味英语等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校外活动了。

文/图首席记者赵丽莉

小白鹭儿童服务站
昨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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