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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领先的儿童发育水平评估基地

落户榆林星元医院

本报讯 近日，由英国儿科权威专家Dr.Challis
（查里斯医生）与榆林星元医院签约的国内领先的
Griffths（格里菲斯）儿童发育水平评估基地正式落户
星元医院。

据了解，发育落后可能是由先天性遗传疾病引
起的，也有可能是运动、语言、社交等方面有所滞后。
比如有的孩子智商很高，却存在不听指令、不能持续
完成任务、多动、注意力不集中、运动不协调等问题。

据评估基地张艳萍主任介绍，通过Griffiths评估
量表进行精准诊断，采用感觉统合训练、运动训练、行
为干预、穴位按摩、高压氧、营养脑神经治疗等多种方
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能让孩子追赶超越同龄水
平。因此，引进这一系统，将助推我市在儿童发育医
学领域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图为医护人员对孩子进行发育水平评估（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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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市运管处和城客办负责人都表示，今后
将针对榆林城区及周边的各类“黑车”，继续联合公
安、交警等部门，不断加大巡查力度，扩大巡查范
围，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执法方式，开展专项整治
活动，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安全、稳定、文明、和谐
的乘车环境。

在具体工作中，市城客办将不断加大对正规出租
车司机文明用语、微笑服务的培训力度，坚持每季度
全体司机轮换培训一次，提升服务质量。市运管处负
责人表示，今年将逐步把全市19座以上营运客车换
成7座商务车，改变过往客运班车定时、定点、定班的
营运模式。新的
商务车将每 5分
钟发一班，上门接
送乘客。通过改
变营运模式，提升
服务品质，压缩

“黑车”生存空间，
最终遏制“黑车”
泛滥现象。

就市民反映的情况，3月15
日，记者走访了市运管处和城
客办。

市运管处稽查科科长庞
海东说，市民反映的不作为
问题并不存在。他们在执法
过程中，从现场扣押到最后
释放车辆，都有详细的图文
影像记录。之所以部分车辆
扣押几天后被放出，也是严
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
之规定和榆政办函【2016】253
号文件——对于愿意接受处罚
和违法事实认定不清的车辆，
最多扣押不超过两个月，必须
予以归还。

“市民提供的两辆非法营
运车，其中一辆于 2018 年 11
月18日暂扣，今年1月17日因

多方调查取证，不能认定违法
事实的不予处罚，解除强制措
施；另一辆于今年2月22日暂
扣，现案件仍在调查取证阶段，
并未释放。”庞海东说。

在高仿出租和异地营运出
租市场整治方面，市城客办稽
查队队长张文岚表示，稽查队
20人分成4个稽查小组，每天
从 8时到 18时，不分节假日，
连续对城区周边出租市场非
法营运行为进行集中打击，一
旦发现异地营运车辆立即遣
返，高仿出租车当即扣押。“但
非法营运认定方面取证极为
困难，必须当场抓到钱款交易
和乘客的主动配合，二者缺一
不可，我们希望广大市民在执
法过程中主动配合我们，杜绝
乘坐‘黑车’。”张文岚说。

相关部门：
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法

市民张先生说：“在榆
林南北汽车客运站，经常会
看到非法营运车辆和高仿出
租车在拉客。街上也随处可
见异地营运出租车肆无忌惮
地接送客人，严重影响市民
出行安全。”他认为，“黑车”
的泛滥，是因相关部门稽查
力度不够，执法不彻底。

市民袁先生也说，榆林
城区有许多非法营运车辆
被相关部门扣押几天后就
放出。同时，他还向记者提
供了两辆非法营运车的车
牌号。他希望相关部门严
格依照法律法规，不徇私
情，不要让非法营运车辆扰
乱正常客运市场，危害群众
出行安全。

市民：
“黑车”随处可见
影响出行安全

破局：
改变营运模式 提升服务质量

日前，有网友在榆林百姓问政平台反映称：榆林城区及周

边非法营运车辆、高仿和异地营运出租车泛滥，严重影响群众

出行安全；相关部门执法不严，部分车辆扣押短短几天后又放

出。对此，市运管处、城客办等部门回应称：所有执法过程都

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今后也将持续加大对各类非法营运

车辆的打击力度，为广大市民营造一个安全、稳定、文明、和谐

的乘车环境。

对付“黑车”必须露头就打
——看榆林相关部门如何清理规范出租车市场

子洲县槐树岔乡九河坪村崖磘
坪村组的张万才家庭，是一个四世同
堂的家庭，他们家族兴旺，年龄最长

者65岁、最小者1岁；也是一个传统
的家庭，本着“孝字永当头，常为天下
忧”的家训，代代教育引导。

四代怀揣从军梦，一人投身进
军营。张奇是家中的长孙，也是家
中第一个大学生，更是几代人的圆
梦人。从他记事起，爷爷就是村里
的村委会主任，迄今已有 20多年。
爷爷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家喻户
晓。张奇从小就告诉自己，长大后
一定要像爷爷那样为民解忧、为国
担当。

2010年12月，张奇承载着家族
几代人的梦想，毅然穿上军装，投身
军营，立志要当合格的兵、做有用的
人，在部队建功立业。

8年的军旅生涯，相比一生不算
长，相对青春不算短。第一次离开家
乡的他，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家人，8
年里没有陪家人过一个完整的春节，
只因他是军人。而作为一名特种兵
的他，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超负荷、
无期限的训练，致使他腰椎间盘两节
突出、一节膨出，右肩软组织永久性

损伤，双膝半月板磨损和积水，全身
大小伤疤无数，还因他是军人。入伍
以来，他参加过2013年全军特种兵
大比武、2014年首批赴非洲马里维
和任务，2015年被破格保送至北京
军校学习，2017年到哈萨克斯坦参
加国际军事竞赛，2018年担任教练
参加特战比武，先后被部队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最美猛虎兵”“特战尖
兵”“优秀基层干部标兵”“感动年度
新闻人物”“特战精兵”“强军先锋”

“特等狙击手”和“军事训练先进个
人”等。先后荣获“优秀士官人才二
等奖”“维和勋章”，立三等功1次、二
等功两次。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这几年，张奇不仅身份角色有了
转变，而且意志品质更加坚定，为国
家和部队作出了贡献。他将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做最美的战士，当最可
爱的人。

张万才家庭

家 和 万 事 兴
——“榆林十大最美家庭”风采展示（五）

张万才家庭：四世同堂 为国担当

横山区南塔办事处窑湾村村民谢志梅是
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和丈夫结婚后，她每天
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奔波在田间。2013年，丈
夫突然生病，丧失劳动能力，从此，她扛起一
家人的生活重担，一边照顾生病的丈夫，一边
供两个孩子上学。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她一
直乐观、坚强地面对，在家人的帮助下，生活
逐渐好转。

结婚 20 多年来，谢志梅和丈夫互相
帮助，共同持家。她淳朴、善良、贤惠，和公
婆朝夕相处，孝敬老人。她生活俭朴，经常
说：“不管家庭贫穷还是富有，只要全家人
都健康快乐就够了。”家里的大事小事，老

人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她，什么事都和她
商量。她不仅是孝敬公婆的好媳妇，更是
疼爱孩子的好长辈。她与小姑、妯娌们也
都相处得非常融洽。她和丈夫结婚时，小
姑才3岁，后来婆婆去世，她对小姑就像对
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姑生孩子时，都是她
来照顾。对待外甥和侄子们，她更是比对
待自己的孩子还要细心。2017年冬天，她
的妯娌因摔倒骨折，她悉心照顾6个月，直
至其完全康复。

20多年来，她以朴素的情怀孝敬公婆，
勤俭持家，团结邻里，善待他人，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谢志梅家庭：孝敬老人 和睦相处

谢志梅家庭

我市22名社工专业学生

首次进医疗机构实习
本报通讯员张哲报道 近日，榆林学院社工系22

名学生到榆林二院实习，这是我市社工专业学生首次
进医疗机构实习。

据悉，榆林二院与榆林学院拟建“榆林市医务社
工实践教学基地”“榆林学院教学基地”和“医务社工
站”，首批实习生将与医院青年志愿者一道，为广大患
者提供导医陪检、咨询预约、健康宣教、愈后回访等专
业服务。

米脂县计生协

举办妇女健康知识讲座
本报通讯员刘雄飞 张如报道 3月19日，米脂

县计划生育协会邀请县医院妇产科主任谢金玲作妇
女健康知识讲座，辖区60多名妇女聆听了讲座。

讲座主要围绕《乳腺癌的防治》进行，谢金玲主任
就乳腺癌的危险因素、早期症状、诊断预防、治疗方法
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通过现场互动的
方式，面对面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让大家受益匪浅。

本次讲座旨在宣传女性保健知识，让广大妇女树
立正确的健康理念，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身心
健康。

榆阳区建安路社区

开展卫生整治行动
本报通讯员高文媛报道 为营造优美整洁的小

区环境，近日，榆阳区青山路街道办事处建安路社区
开展了卫生整治行动。

行动中，社区志愿者自带扫帚、铁锹、垃圾袋等工
具，清理沿街“野广告”、小区道路杂物和生活垃圾等。
经过连续几天的整治，小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榆阳区凯歌楼社区

改造老旧小区线路

本报通讯员刘鹏飞摄影报道 3月19日，榆阳区
鼓楼街道办事处凯歌楼社区党支部联合榆阳区供电
分公司城关供电所，组织党员志愿者对老旧小区线路
进行了梳理改造。

电力、通信、电视、网络等各种线缆为我们的生活
提供了便利，但在一些老旧小区，各种线缆纵横交错，
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不但凌乱不堪，而且还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

针对这一情况，榆阳区供电分公司城关供电所决
定对老旧小区线路进行彻底改造，对空中架设的各种线
缆进行梳理捆绑、重新铺设，达到“横平竖直、高低一致”
的标准，美化了小区环境，保障了居民用电安全。

图为老旧小区房前乱拉的各种线路。

部分被暂扣的非法营运车辆

□文图/本报见习记者 陈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