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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初晴，家长们纷纷带着孩
子来到家门口的公园遛弯，并不是
踏春赏景，在孩子们的眼里，最美
的春景也比不过功能齐全的游乐
设施，还有不远处的大沙坑。

是的，南临航天大道，西至公
田二路，东至公田三路，北接春临
五路的曲江大华社区公园，早已
响应“五路增绿”工作行动实施方
案，对整个园区内的绿化做了优
化提升，设置了浪漫花林、四季花
园、探索花园、乐活森林、康养乐
园、故事花园 6个区域，期待以精
致园艺结合地形营造坡地沟谷园
林，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舒适的
开放园艺空间，缔造浪漫、唯美的
大视觉景观。可这一切，并不能
撼动游乐设施在孩子们心中的地
位。在某网络客户端上，有家长
这样评价：“周一到周三，每天下
午 5点放学，一定要玩到 6点半天
黑才回家，周六上午 3小时，周天
上午 4小时，完全阻挡不了孩子玩
耍的热情，家门口的公园已经成

了我家宝宝的最爱，我不是逛公
园，我就是在遛娃。本周户外时
间 16小时，下周继续！”

自高空鸟瞰，整个公园明显
分成两个区域，满眼的花朵绿植
自鹅黄到翠绿让人不由得想要深
呼吸，巨大的游乐设施红蓝搭配
的塑胶地面分外亮眼，让人忍不
住感慨，只需看一眼就明白了设
计者的初衷，他（她）盼望着被眼
前公园服务的人们能拥抱绿色生
活空间，享受惬意亲子时光。与
其他公园的游乐设施不同，现场
每个游乐设施上贴着提示标志，
标注仅限 3~12岁儿童使用，并且
有安全姿势的示范图和错误姿势
的警示标志。正在陪孩子的刘女
士说：“这一点上公园做得很好，
孩子正处于养成习惯的年龄段，
家长陪伴孩子玩耍时，这些标识
不仅提醒孩子，也提醒大人，言传

身教之间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生活
习惯，也增进了亲子关系。”

除了亲子互动，雨中漫步乐活
森林，或是在清晨，沿着艺樱花海
的跑步道晨跑锻炼，满眼的酱紫桃
红，在高楼林立间又是别样春光。
花红渐渐稀少，绿茵渐渐繁盛，又
到了暮春时节，等不及感受春花、
夏荫、秋实、冬雪的变化，却忍不住
想起了儿时曾念过的“绿池芳草满
晴波，春色都从雨里过。知是人家
花落尽，菜畦今日蝶来多。”不必羡
慕古人的美好田园生活，在大华社
区公园里小道蜿蜒一步一景，开放
的园艺空间与丰富的亲子时光形
成了独特的组合，园区里不时荡漾
着欢笑声，时常有过往市民游客羡
慕：“住在这里的人们，家在园中人
在景中，不必找寻，家门口就是遛
娃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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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记者带你逛公园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4月 6
日上午 10时，20多个穿着小丑服
装、手拿鲜花、祝福卡片的西安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护人员站在
住院部五楼产科病区，他们准备
将手里的鲜花和祝福卡送给患者
及家属们。

在新生儿疫苗注射室门口，
王女士正抱着 42 天的宝宝等待
接种卡介疫苗，“小丑”医生们
走到王女士面前，一会哼着歌
逗小宝宝，一会拿着卡通布玩
偶给宝宝看，小宝宝居然睁大
了眼睛，对着“小丑”医生笑了
起来。王女士笑着说，在医院
里从来不曾想能见到如此欢快
的场景，看到这个场景还是蛮
惊喜的，非常感谢“小丑”医生
带来的欢乐。她还笑着对宝宝
说道，“你看你，脸脏兮兮的，还
被这么多人关注。”

在产房走道里，李女士抱着
刚做完听力复查的女儿，见到走
来的“小丑”医生一下笑了起来。
她说看到医生穿成小丑的样子觉
得特别可爱，看了后确实心情好
了。“医院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肃的
地方，但是看到“小丑”医生还挺
惊喜和意外的，这样的呈现形式

特别好，也特别有意义，让患者对
医院、对医生也没有了紧张焦虑
的情绪。”

从产房刚送完祝福和礼物
的门诊第二党支部书记付惠玲
笑着说，刚刚“小丑”医生给这
个产妇讲了一下如何识别新生
儿黄疸的一些小技巧，因为这
个产妇的血型是 O 型，而宝宝
是 A 型血，很容易发生溶血，但
是孩子出院后就没法监测了，
需要家长有一些简单的方式来

识别；还给产妇讲了一下如何
给奶瓶消毒，如何护理宝宝的
皮肤，对产妇的产后心理问题
和情绪问题也进行了指导，还
告诉她，如果出现了产后疼痛、
骨质疏松等问题还可以来咨询
疼痛科医生。这个产妇也觉得
生完孩子后心情多少有些焦
虑，“小丑”医生这样和她交流，
给予她一些简单的科普指导，
她一下心情舒缓了很多，甚至
觉得受益匪浅。

“小丑”医生送欢乐

“小丑”医生与患者交流

4月7日，西安交警港务浐灞大
队正式揭牌，将全力为“十四运”交
通安全护航。

记者现场了解到，交警港务浐
灞大队临时队部位于国际港务区港
务大道梦想公社1号楼二楼，其管辖
辖区包含国际港务区和浐灞生态区
两个开发区，辖区内人口约100万，
管辖面积约166平方公里，共有道路
139条，道路总里程281公里。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辖区交通
管理工作呈现出“五多五繁重”特
点。即“在建工地多、新修道路多、
大型车辆多、务工人员多、农村区域
多”等“五多”问题；“五繁重”包括人
口众多，服务保障任务繁重的交通
管理特点；同时路网密集，受两条河
道制约，通达性不足，加上过境车辆
频繁，导致交通保畅任务繁重；另
外，人多车多路网密，事故频繁，除
隐患、降事故任务繁重等。

问题梳理清楚，下一步就是交通
管理。交警港务浐灞大队负责人严
鹏在采访中表示，围绕区域交通特
点，港务浐灞大队坚持“四个紧盯”：
紧盯与“十四运”保障紧密关联的拥

堵“焦点”问题；紧盯群众关注、反映
集中的“热点”问题；紧盯小区周边乱
象、大型车辆管理“难点”问题；紧盯
辖区事故多发的“隐患点”问题，通过
优化勤务布防、完善交通设施、突出
源头管理、强化联合整治，全面推动
各项工作开展。

面对“五多五繁重”的交通管理
特点，港务浐灞大队如何“亮剑”？
严鹏也给出了答案。

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将狠抓业务
推进，首先对交通信号必清，确保交
通设施、标志标线、信号灯齐全、合
理、管用。同时，事故“黑点”必除，
强化交通安全分析研判、协同共治，
确保隐患问题及时发现清除。对动
态信号分秒必争，优化信号配时，实
现通行效率最大化。另外，港务浐
灞大队将静态组织寸土必争，通过
可变车道、“时空置换”等方式，确保
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重点关注企
业、重点车辆、重点人、重点违法必
管，紧盯“两客一危”、渣土车等重点
企业及酒后驾驶、“三超一疲劳”等
重点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朱娜

西安交警港务浐灞大队挂牌

李先生反映：西安市北关正
街 13 号华贸商厦门口修路施工，
近一个月时间里，因浮灰问题，雨
天泥泞不堪，晴天扬尘严重。

请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孙先生反映：咸 阳 市 陕 西

英慧建筑公司长期倒卖资质，
收集个人挂靠资质从中收取管
理费。

请咸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速
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录）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官
厅立交桥下路灯不亮，辅道上明
明已有路灯，也从未亮过，存在一
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由北向西进入快速路，由北向
东进入西临高速，由北向南是东三
环，从这个行车线路来看，官厅立交
的交通枢纽作用就很明显，但不能只
考虑行车，若自桥下辅道步行，晚上
黑乎乎一片，独行非常不安全。”住在
附近的刘先生称：“桥下辅道边有路

灯，但这么多年，路灯就是不亮。”
根据刘先生反映，记者近日

晚间来到该处，正如刘先生所说，
桥下确实没有照明，偶有机动车
路过时，行人才可以借助车灯快
步疾行。记者走访了多位路人，
他们均表示，桥下没有路灯这一
情况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附近
居民盼有关部门重视此事，尽快
恢复照明。

本报记者李佳代泽均

官厅立交下路灯啥时候能亮起来

本报咸阳讯（记者李小刚）4月6
日，咸阳市交通运输局为马小群同志追
授“咸阳最美交通运输人”荣誉称号。

据了解，马小群生前为淳化县
明吉客运有限公司驾驶员。4月 2
日19时许，马小群驾驶通村客运班
车，行至淳化县工业园区十字附近
突发脑溢血。临危之际他拼尽全力
将客车安全停至路边，挽救了车上

17名学生和1名家长的生命。而马
小群被紧急送往医院后，最终因抢
救无效不幸离世。

马小群从事客运驾驶工作 12
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始终将行
车安全放在首位，从未发生过一起
交通事故。他在危难关头以超常的
意志力,拼命将客车安全停至路边，
挽救了车上18名乘客的生命。

马小群被追授“咸阳最美交通运输人”称号

本报讯（记者晁阳朱娜）“车上
有 7个月大的早产婴儿需要就医，
可这路堵得水泄不通，请你们帮帮
我。”4月 5日晚，接到群众求助电
话，交警灞桥大队民警随即鸣起警
笛为市民开道，5分钟后送达医院。

4月5日19时27分，交警灞桥大
队洪庆中队民警郭金辉带领辅警正在
辖区执勤。突然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有市民急需赶往唐都医院，但目前车
辆堵在东城大道三十四中转盘，行进

缓慢，特求助。随即，郭金辉与市民取
得联系，市民告诉民警，他的车上带着
一名7个月大的早产婴儿，刚刚出院
回家，家长感觉小孩身体不适，急需
再次到医院就诊。可路上堵车严
重，不知何时能到医院。

19时33分，郭金辉等人驾车和
求助人会面。随即鸣警笛为之开
道，路上的车辆也自觉让道。5分
钟后，警车带着市民的车辆到达医
院，为孩子的就医争取了时间。

早产儿就医 交警一路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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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你逛公园”第五站
——曲江大华社区公园

家门口的“遛娃”好去处

热线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