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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关心基层员工的身心健康，传
递企业对员工的关爱。近日，黄陵矿业双龙
煤业积极开展“送清凉”活动。

针对高温天气，该矿从实用、方便携带等
方面考虑，精心准备清凉慰问用品，为全矿职
工采购发放了清凉油、风油精、驱蚊水等防暑
用品。努力提高活动的精细化和精准度，对
矿区内的室外高温作业岗位进行实地摸底排

查，建立高温作业档案，及时为他们送去西
瓜、饮料、茶叶、绿豆等防暑食品和饮品。同
时，持续加大人文关怀力度，为室内高温作业
场所配备风扇及空调等防暑设施，合理调整
工作时间，最大限度满足职工防暑降温的要
求，让坚守在烈日和高温下的一线员工以健
康的身体和愉悦的心情投入到生产中，确保
大家“清凉过夏”。 彭兴仓 李雨倩

双龙煤业关爱基层员工确保清凉过夏

“爱心余额宝”
让志愿者更有动力

7月 31日上午，碑林区第三
爱心护理院来了14名志愿者，他
们身穿红马甲，围坐在桌子旁，有
的人包饺子，有的人拌馅，有的人
擀皮，大家通力合作，每个人忙得
不亦乐乎，不一会，一盘盘饺子就
包好了。

这 14名志愿者都来自陕西
省慈善协会丁水彬孝老爱亲志愿
者团队，裴兰玲是其中的一员，她
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参加志愿活动
了，说起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
推出的“爱心余额宝”，裴兰玲连
连点赞。

“我来帮助这里的老人，就能
获得积分，日后我或者直系亲属需
要养老服务时，就能用积分兑换，
真的太好了。”裴兰玲说。作为志
愿者，裴兰玲不求能有多大回报，
帮助了别人，她自己收获了快乐。
而“爱心余额宝”让她感受到自己
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认可，所以更加
有动力。

儿媳妇用“积分”
为患病公公换来免费照料

“我公公曾经通过我的‘爱心
余额宝’积分，兑换了两个月的免

费照料。”秦怡说。2018年，秦怡
70岁的公公突发急性脑出血，在
咸阳做完手术后，老人左侧偏瘫，
生活不能自理。

当时秦怡刚怀上二胎，事发
突然，他的爱人在成都工作，一时
走不开，婆婆还要照顾秦怡的大
儿子，一时间家里乱成一团。“当
时我都没想到我还有积分，碑林
区第三爱心护理院的院长知道我
的情况后，主动联系到了我。”秦
怡说。

因为秦怡长期在碑林区第
三爱心护理院照顾老人，积攒了
一定的“爱心余额宝”积分，这些
积分，让她在碑林区第三爱心护
理院为自己的公公换来了两个
月的免费照料，解决了她家的当
务之急。

近百人
因“爱心余额宝”积分受益

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推出
的“爱心余额宝”养老模式是指志

愿者在年轻或有余力时向老年人
提供公益志愿服务，将自己的“爱
心”时长存储起来，到自己年满60
周岁以上，或自己的直系亲属需
要养老照护服务时，可以用自己
之前存储的时间进行兑换，实现
互助养老。

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院长
司冬梅介绍，早在2016年，在碑林
区政府的支持引导下，该院开始
探索“爱心余额宝”养老模式。主
要是为了提升志愿者积极性，改
善养老机构人工短缺的问题。如
今已有许多志愿服务组织加入

“爱心余额宝”养老模式，上万人
参与其中，近百人因“爱心余额
宝”积分受益。

“下一步，计划将‘爱心余额
宝’养老模式推广开来，让更多的
养老机构参与其中。”司冬梅说，得
到推广后，积分在各个养老机构都
能使用，并且还能在指定的爱心超
市兑换实物。
本报记者白圩珑 实习生杨亿帆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西安市
新城区长乐中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率先成立健康储蓄银行，通
过积分存储等方式，吸引社区居
民主动关注健康。7月31日西安
首家“健康储蓄银行”举行积分
兑物活动，60多位社区居民用健
康积分领到了各自需要的健康
产品和鸡蛋。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患者常因没有按时服药、复诊
等问题，导致延误病情。为了
解决这一健康管理难题，今年 1
月，全市首家“健康储蓄银行”
在长乐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成立，这也标志辖区 11万居民
有了健康“管家”。

7月 31日，记者来到新城区
长乐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
厅里悬挂着“长乐中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健康储蓄积分兑物活
动”的横幅，现场的居民拿着绿色
的健康存折，脸上洋溢着笑容。
家住万寿路十四街坊 66岁的付

霞叶说：“真没想到，给自己看病，
还能将健康行动兑换成积分存入
健康银行。一年前，我患上高血
压，经过社区治疗，我明白了按时
吃药、复诊的重要性，由于经常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免费检
查、复诊等，积攒了 120分，在健
康银行兑换了一把额温枪。”当
日，有60多位社区居民利用自己
的健康储蓄积分兑换了各自需要
的健康产品。

长乐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李轩说，在生活中，不少刚检
查出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居民，因
对疾病重视程度不够，经常不按
时吃药、复查导致病情得不到有
效救治，这一问题也给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健康监测和管理带来很
大困扰。

健康储蓄银行成立后，社
区医疗机构通过积分存储等方
式，吸引相关人群主动重视自
身健康问题，通过复诊、服药等
方式，不断激发社区居民主动

关注健康。新城区卫生健康局
在努力完善“15分钟就医圈”和
加快构建健康新城建设的同
时，让群众收获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新城区卫生健康局社区卫
生指导中心主任白靖表示，在
运行过程中，健康储蓄银行不
仅拥有专业的医疗团队，还将
借助医疗体，联合北方医院等多
家二级、三级医院，组建成“大手
拉小手”的医疗联合体，进一步
提高了服务能力。尤其对高龄
人员、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员、长
期患病的卧
床人员等特
殊 服 务 人
群，将会1个
月内上门走
访服务或与
其家庭成员
面对面交流
一次，做好面
对面随访。

本报讯（记者李佳）7月31日，
以“智绘创客精英绽放巾帼风采”为
主题的“2020西安市妇联女性双创
分享活动”正式启动。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了解到，由
西安市妇联主办、创客时代承办的
此次活动，旨在为西安创业创新高
质量发展注入巾帼力量。女性双创
分享活动，将从7月31日正式启动
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份。期
间，将会不断邀请知名女性标杆人
物、本土优秀女企业家、女性精英创
客进行创新创业分享，多维度提升

觉醒当代女性的内心丰度，助力西
安女性释放“她力量”，为城市建设
作出巾帼贡献。

活动当日，应邀做客女性双创
分享活动的社会心理学家黄菡博
士，以“幸福从心开始”为主题，鼓
励女性追求和创造自己想要的生
活，并现场分享了健康、成功、快
乐、幸福的秘籍。与此同时，一个
致力于西安女性创新、创业、成长、
商道的交流学习型公益分享社群
——“臻观妍学院”，也在现场同时
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陶颖 实习生
刘佳怡）近日，西安公交集团第八
分公司团委组织获得“第九届西安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一车队青年
突击队部分队员在浐河公交站附近
开展了文明行为示范倡导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手举“小斑
马”“大拇指”等形象生动的标识牌，
维护交通秩序，引导乘客排队乘车；

对浐河附近的公交站牌、垃圾箱等
公共设施进行认真细致的清洁擦
洗；在活动现场摆放十四运吉祥物

“秦岭四宝”，为过往市民发放自制
的《文明迎全运》宣传册，宣传和普
及十四运相关知识；手持垃圾袋、长
柄夹，沿着浐河东路，对河岸边的垃
圾以及草地里的烟蒂、果皮纸屑进
行清理。

8月1日一大早，在西安大唐芙
蓉园，不少市民早早就来到门口，有
序排队进园。据了解，昨日起，西安
大唐芙蓉园免费开放，每日接待游客
量为最大承载量的50%，即3万人。

若达到限定人数，景区将采取限流措
施。开放期间，均采用实名制线上预
约模式，每人每日仅可预约一次。预
约成功后，可刷身份证入园。

本报记者陈飞波实习生景慧

本报讯（记者 李佳 实习生
李子涵）为了迎接十四届全运会，
积极创建文明城市，昨日，公安长安
分局限制养犬办公室联合郭杜街
办，樱花路社区在西钞厂家属院小
区开展了“我文明我行动我为全运
添光彩文明养犬板凳会”。

记者现场看到西钞厂家属院业
主代表10名、郭杜街道办工作人员2
名、社区工作人员2名、物业管理人
员2名、限养办工作人员3名、长安
区融媒体宣传人员2名，在社区广场
按照防疫工作要求举办了板凳会。

社区干部苟红艳首先阐述了文
明养犬对于城市文明的重要意义，
鼓励大家放下思想包袱，畅所欲
言。分局限制养犬办责任民警曹照
海详细讲解了《西安市限制养犬条
例》的相关内容，对群众关心的养犬
登记证的办理要求及流程详细作了
解释。整个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

板凳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不
养犬群众吐槽遛狗不拴绳、违规养

大型犬、超数量饲养犬、不清理犬便
等种种不文明行为给大家生活带来
的困扰；养犬群众则从犬只给人带
来的各种乐趣讲起，呼吁大家不要
歧视养犬人；物业管理单位则偏重
讲述在管理养犬过程中遭受的不理
解、不配合情形。板凳会为大家面
对面倾诉意见、表达观点提供了非
常好的平台，气氛热烈而不失严谨，
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通过思想碰撞和沟通交流，大
家最后形成共识：由樱花路社区牵
头、限养办配合，物业单位起草西钞
厂家属院养犬管理自治公约，按照
公约进行养犬并开展管理工作，待
实践成熟后逐步在樱花社区推广。

最后公安长安分局限养办向参
会群众和物业公司发放了文明养犬
宣传海报和彩页，向养犬群众赠送
了印有养犬办公室铭牌的遛狗绳，
民警曹照海又从规范养犬要求接受
了融媒体中心的采访，并呼吁大家
依法依规文明养犬。

志愿活动获“积分”
换养老服务
“爱心余额宝”让爱心更有动力

首家“健康储蓄银行”
可积分兑换健康产品了

你奉献出来的爱心还能
充值到“余额”当中，当你需要
帮助时，这些“余额”就能拿出
来使用，这样的事情你听说过
吗？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
就用“爱心余额宝”养老模式，
让志愿者们用今天的爱心付
出，换明天的养老服务。

志愿者们在护理院包饺子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西安市妇联启动女性双创分享活动

公交志愿者开展文明行为示范倡导活动

大唐芙蓉园等景区昨起免费开放

社区“板凳会”共商文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