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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进行时创城进行时

东明县人民医院小儿一科护士长乔艳
琪，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先
后三次带领东明县核酸检测支援队伍逆行
出征枣庄、曹县、济宁等地，始终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力以
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彰显了一名医务
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首次征战枣庄市台儿庄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3月
29日上午 11时，接到县卫健局紧急支援枣
庄市台儿庄区核酸检测的命令后，东明县
人民医院党委火速安排，抽调精干力量，由
8名护理业务骨干组成的核酸采样队，风雨
驰援台儿庄。

当晚 19时 30分，全体队员顺利抵达台
儿庄。为确保防护安全和采集结果的准确
性，乔艳琪作为支援队队长，立即组织队员
们召开会议，进一步强调工作纪律和注意
事项，随时准备“战斗”。台儿庄是个古城，
90%的楼房无电梯，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爬楼登门，步梯入户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
采集，不到半小时，队员们就已经汗流浃

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豆大的汗珠从脸上
滑落……为尽快完成采样，乔艳琪和同事
们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克服困难，加快采样
速度，顾不上喝一口水，连续奋战 19个小时
圆满完成当天核酸采集工作。

经过 9天的昼夜鏖战，支援队出色地完
成了 55个采样点任务，采集样本达 4万余人
次。每名队员平均每天要重复做近600组动
作，遇见小孩、老人有时候还要跪下以及重复
蹲下站起，每名队员都在超负荷工作，有的脸
上被口罩勒出深深的痕迹，有的吃饭时候手
指捏不紧筷子，有的怕耽误进度不喝水嘴角
皲裂……尽管如此，队员们没有一人喊累，没
有一人叫苦，每个人都卯足了劲，早出晚归，
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战之中。

在曹县楼庄镇二次挂帅

7月 30日下午，
作为一名党员，乔艳
琪再次临危受命，被
县卫健局指派担任
东明县支援队队长，
带领多家医疗机构
的 50名医务工作者，

踏上了支援曹县的抗疫之路。
抵达曹县的当晚，当知道支援队执行

任务的地点是疫情严重的楼庄镇时，虽然
有过带队支援的经验，乔艳琪心里更多的
还是担忧，因为自己的队员来自多个不同
岗位，她深知做好防护是头等大事。

乔艳琪第一时间组织队员们召开紧急
会议，强调注意事项，对人员进行分组分
工，重点对脱防护服流程进行反复演示培
训，相互监督，防止暴露，层层把关，确保了
全队队员的安全。

当时正逢三伏天，队员们身穿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顶烈日冒酷暑挨家逐户进行
采集，任务刚刚完成，来不及休息就又辗转
到下一个采集“战场”。虽身陷疲惫，但大
家从未退缩过。在完成核酸检测后，紧接
着就是要完成环境采样工作，争分夺秒不

做片刻停歇，因为乔
艳琪知道环境采样
工作快一分，疫情扩
散风险就减一分；采
样结果早出来一分，
疫情防控效果就好
一分。

再次驰援济宁市任城区

9月 4日晚上 12时，乔艳琪接到紧急通
知需驰援济宁。这是她支援曹县归来的第
三次“出征”，看到睡梦中的孩子，乔艳琪不
忍心叫醒他们，简单整理了行李，就匆匆离
开了家。

抵达济宁后，乔艳琪和同事们来不及
休息，接到当地指挥部的通知，未办理入
住，就直接奔赴最严重的任城区，接着在封
控区开始了挨家挨户采集核酸工作。

工作期间，每天凌晨 3时集合，从伸手
不见五指的深夜到艳阳高照的正午，虽闷
热异常，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但无一人叫
苦喊累，确保核酸采集工作不落一户不漏
一人。

东明县支援队的医务人员，最小的不
到 20岁，最大的不过 50岁，在队长乔艳琪
的带领下，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乡村的家家
户户，穿梭在各个小区的楼道内。面对看
不见的“敌人”，她们分秒必争，与时间赛
跑，与病毒交锋，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扎密
织牢了基层防控网。

通讯员 田丰 刘汉功 记者 彭传军

乔艳琪：三次出征战疫情

本报讯（通讯
员 徐振元）近日，山
东省 2022年第二季
城市榜样颁奖典礼
在济南举行，来自各
地市的 25人受到表
彰。其中，我市的张
方圆、来瑞民、许冬
玲、杨慧芳等 4人成
功入选城市榜样，并
领回金灿灿的奖杯
和证书。

山东菏建置业
有限公司的张方圆
以“最美时代女性”
入选城市榜样，她参
加工作才十几年，就
获得 1项国家级和 8
项省市级建筑行业
荣誉，为公司提出

“开源节流，降本增
效”建议，节约成本
几千万元，受到一致
好评。菏泽市牡丹
防溺水安全教育中
心来瑞民，以“最美
志愿者”入选，他虽
年过花甲，却老有所
为，积极投入到防溺
水公益宣讲工作，宣
讲场次达 170多场，
听众达 8.5万人次，
被誉为百炼成钢的
水上保护神。牡丹
区解放北路小学教
师许冬玲，以“最美
教师”入选，她曾获
菏泽市五一劳动奖
章、牡丹区最美教师
等荣誉，在她的倡导
下，学校成立了心理
咨询室，成立了由
20多个骨干教师组
成的心理教师团队，

并且由教师扩展到学生小导师，现在学生
小导师已经发展到 400多人。另一入选城
市榜样“最美教师”的杨慧芳，是菏泽市信
息工程学校的高级讲师，自参加工作 18年
以来，考取了国家二级企业培训师，获取了
全国高级礼仪培训师证书，到各单位宣讲
党课、礼仪、国学、感恩、孝道、哲学、防溺水
等十大门类课程 600多场，听众达 300多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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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天宇）近日记者从市
民政局获悉，截至 9月中旬，今年我市已有
326名城乡低保家庭大学新生获救助入
学，发放救助金达到 163万元。

据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伴随
着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大批高考学子
顺利考入大学。但在我市各县区，仍有
一些城乡低保家庭的孩子受到学费困
扰。为此，7月份开始，我市民政系统启
动了 2022年城乡低保家庭高等教育新
生入学救助工作。加大宣传力度，通过
报纸、广播、电视、微信等多种媒体公开
大学生救助政策，并在各乡镇（街道）公

示栏等显要位置张贴大学生救助宣传海
报，及时发布救助信息。通过各县区全
面摸底排查，主动发现、主动帮助符合条
件的低保家庭大学本科新生申请救助。
严格资格审查，加强与教育部门的协调
配合，切实做好救助对象信息比对和身
份甄别确认工作。同时，加强与财政部
门的协调沟通，确保救助资金及时发放
到位。

截至 9月中旬，全市累计有 326名本
科新生纳入救助范围，累计为他们发放救
助金 163万元，有力保障了城乡低保家庭
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我市 326名城乡低保家庭大学生获救助
本报讯（记者

张啸）近日，李某无
证驾驶车辆在菏东
高速东明收费站驶
离高速时，发现交警
正在执勤，便和同车
人调换座位，本以为
能躲过检查，没想到这一过程被监控记录，
车内两人双双被处罚。

当日上午，一辆白色机动车行驶到
东明收费站内广场时，正在驾车的李某与
副驾驶临时更换了座位。殊不知，这一切
被执勤交警尽收眼底，同时也被监控视频
记录。

该车在接受检查时，车内两人眼神
躲闪并不承认更换座位，执勤交警便把他
们带至执法站，并在执法站查询显示李某

未取得驾驶证。执勤交警调取该车行驶
轨迹与视频监控录像，在监控中看到两人
互换座位过程，在证据面前，两人承认了
自己的违法行为。

据了解，车内更换座位的两人为夫妻，

从菏泽回东明探
亲，起初是妻子驾
驶，路上肚子不舒
服，便把车交给无
证的丈夫驾驶。在
行驶到东明收费
时，看到交警执勤，

就赶紧更换了座位，意图躲避检查。
执勤交警对两人的行为进行了严厉

批评教育，并根据相关规定，对无证驾驶
的李某处以罚款 1000元，而冯某将车交
由无证的李某驾驶，同样被处以罚款
1000元。

高速交警提醒，无证驾驶时，安全无
保障。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切勿
无证驾车，更不能将车交给未取得驾驶证
的人员驾驶。

将车交给无证丈夫驾驶

夫妻二人临时换座被抓

▲日前，记者在鲁西新区菏泽西高速卡口点核酸检测现场看到，“一米线”小
标语醒目多彩：“诚信待人 尊长以孝为先”“敬老爱老 传承优良家风”“加强锻炼
提高自身免疫力”“睦邻友好 邻里团结互助”“举止有礼 言行文明”等不同内容的
地贴，一步一标语，一步一新意，号召核酸检测人员自觉做到一言一行要文明、一
举一动要规范，在拉开核酸检测安全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人们和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的距离。通过小小的文明贴纸促进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让“一米线”兼具知
识性、实用性、趣味性，弘扬文明新风尚。 记者 王浩 摄

小小“一米线”弘扬文明新风尚

▲近日，定陶交警大队交警走进定陶区第四实验小学开展“一盔一带”进校园
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案例解析、发放宣传资料，以及现场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安全
头盔的形式，教育学生们乘坐电动车、摩托车要佩戴安全头盔，乘坐其他机动车要
系好安全带，要求学生将“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铭记于心，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增强
乘车和出行安全意识，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记者 仝志华 摄

定陶区开展“一盔一带”进校园宣传活动

9月21日，大弦子戏非遗传承人郭远亭在牡丹区安兴镇船郭庄乡村“复兴少年宫”授课，以口传身授的方法将大弦子戏的唱法唱
腔、表演形式、剧服穿搭等一一讲解给学生们。

近年来，安兴镇通过盘活民间艺术、培育文化能人，增强乡村文化自身“造血”功能，让村民从看客变成主角，逐渐实现由“送文
化”到“种文化”、从文化“输血”到文化“造血”的功能转换。 记者 李若生 摄

文化能人文化能人““活跃活跃””乡村文化乡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