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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慰，一切都好

热爱，撑起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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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说父辈是农民出身，
所以她始终把养殖户当朋友，
当长辈。还说，自己从事的是
一个服务行业，就是给养殖户
提供服务，指导他们生产，要用
自己的专业技能，尽可能帮助
他们。

2018 年的非洲猪瘟疫情，
让 赵 剑 印 象 深 刻 。 在 此 之
前，非洲猪瘟的报道也见过
不少，但第一次面对猪瘟疫
情来袭，还是有些慌乱。赵
剑以专家组成员身份，第一时
间去了疫点一线，对病死猪进
行剖解、组织采样，采集疫点、
疫区的猪全血。这场疫情处

置战斗共持续了 45 天，到解
封的那一天，大家才松了一口
气。

十多年了，不断有人问
她：“你不后悔吗？研究生学
历到哪儿挣得不比现在多。”
赵剑说：“我学了 7 年的专业，
如果轻易放弃了那才后悔。”
这些年，赵剑换一份高收入工
作的机会其实有很多，比如疫
苗生产公司、养殖企业、宠物
医院，但她觉得只有在基层
畜牧中心，才可以了解整个
畜牧业的发展状况，这样更
有意义，也让她干得更开心。

“现在一切都好了，编制问

题已经解决，工资也随之提高
了很多，新买的住房已经入住，
孩子上学就在家门口，这些都
是我爸最操心的……”提起父
亲，赵剑绷不住了，眼泪肆意横
流。爸爸在四年多前病逝了，
赵剑多希望他能看到这一切
啊！

赵剑说，只有更好地把
所学专业和技能用到服务养
殖产 业 规 范 有 序 健 康 发 展
中 ，才 是 对 父 亲 最 好 的 告
慰。

赵剑大二入的党，她懂得
如何走好未来的路。

记者 李晓并 文/摄

踏踏实实服务养殖户，我开心
——记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赵剑

赵剑站在尖草坪区畜牧发展中心大门外的寒风中等待要见的人。无论
容颜、气质还是装束，她看上去都像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散发出淳朴
干净的气息。她说，今年她就迈进40岁的门槛了。

也是，2010年从山西农大预防兽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同年，赵剑
参加山西省“三支一扶”计划，来到尖草坪区畜牧发展中心，从事基层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原本计划的服务期是两年，而赵剑没回头，一干就是近12年，
容颜未改，初心没变。2021年，中宣部、人社部评选20名“最美基层高校毕业
生”，赵剑入选。她一个劲儿地说：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做了分内之
事啊。

“为什么选择做‘三支一扶’
服务人员？”

“因为恰好专业对口啊。”
“三支一扶”，指大学生在

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
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2010
年，赵剑在动物医学、预防兽
医学专业“苦读”7 年后毕业
了。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能
够有一份和自己所学专业对口
的工作真是太好了，面对“三
支一扶”的“招募令”，她毫不
犹豫报名应征。那时“三支一
扶”服务满后并没有解决事业
编制的政策，很多人在服务期
结束后选择了离开。

两年过后，赵剑没有离开，
她以一个编外人员的身份，拿
着 1700元的工资留下。她说，
那时畜牧技术服务中心专业对
口的硕士毕业生就她一个，基
层一线的动物疫病防疫工作是
真需要人啊。

虽然在学校实验室里熬过
无数个夜晚，但与实际工作中
的操作完全是两回事。刚到畜
禽防治站时，给鸡采血赵剑都
得从头学起。第一次下乡采鸡
血，一针下去，血管立刻鼓包

了，站在边上的养殖户直念
叨：“这会影响鸡的产蛋率和
鸡肉的品质啦，卖的时候影响
价格啦……”赵剑越听越紧张，
只好退到后面，让同行的师傅
来操作。面对长得比她都高的
奶牛，赵剑根本不敢靠近，更
别说上去采血，一是怕牛角顶，
二是牛皮很厚，看不见血管，找
不到采血位置。尤其是猪，采
血时的叫声撕心裂肺，让人极
度不适，即使是单位的老师傅，
也很难做到“一针见血”。

至于工作环境，那就更别
提了。每到春、秋季集中监测
抗体，赵剑和同事们在养殖场
一呆就是半个月，那种刺鼻的
气味简直可以侵入皮肤，牲口
的粪便味好几天都消散不去。
那时，朋友聚会根本不敢去，
就是回家，都担心被家人嫌
弃。

“想想自己当初是因为喜
欢才选择了学习预防兽医学这
个专业，一切的困难就都不算
什么了。”赵剑说，一起毕业的
27个同学，到现在从事专业工
作的不到 10人，自己能够坚持
下来，算是守住了“初心”。

提防人畜共患病感染风
险，是动物疫病防控的一个重
要方面，所以在采血、检测各个
环节，都要做到科学防控、严谨
慎重，这就更需要提升专业技
能。赵剑说，在这些工作环节
中，不仅要保护好自己，还要尽
可能保护好同事和养殖户，在
每一次采血和检测时提醒大家
注意细节，确保安全。

2013 年秋天，市疫控中心
给各区发放疫苗，赵剑和同事
一箱一箱地将疫苗搬到冷库，
没想到第二天她的身体就大出
血进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自
己有宝宝了，因为劳累过度出

现先兆流产。单位领导建议她
回家休息，但当时正值对九牛
牧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布鲁氏
杆菌和结核病的监测，这两种
病都是人畜共患病，时间紧，任
务重，人手又不够，她坚持留在
实验室工作，和同事们积极制
定了相关技术操作规范，顺利
完成了监测工作。

这些年的工作实际操作
中，赵剑不仅跟着师傅现场学，
还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种
培训班，利用各种机会提升职
业技能。从 2018年山西省举办
动物疫病职业技能竞赛开始，
她已连续参加两届，获得了山

西省农林水系统“五一劳动奖
章”。通过技能比赛训练，她的
采血技术有了质的飞越，在规
范操作的同时，鸡翅静脉采血
24 秒，鸡心脏采血 15 秒，猪前
腔静脉采血 24 秒，鸡解剖与采
样 2分 50秒……好几项操作都
是满分。

每次到养殖场（户）那里采
完血，赵剑都用最短时间进行
抗体监测，即便遇上节假日也
不休息，为的是第一时间把抗
体监测结果及时反馈给养殖场
（户），指导他们生产，有效消除
疫情风险。现在，养殖户们见
了她再不抵触了。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1月 11日消息，
市发改委公布晋商博物院临时门票价格及
有关事项。

晋商博物院临时门票实行最高限价管
理，价格为每人每次 38元。景区可根据季节
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下浮价格，下浮
幅度不限。

优惠政策包括：对 6周岁（含 6周岁）以下
或身高 1.2米（含 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
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60周岁（含60周岁）
以上老年人、消防救援人员等予以免票；军队
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
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凭证给予免票；对 6
周岁（不含 6周岁）-18周岁（含 18周岁）未成
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等凭
合法有效证件实行半价优惠；现役军人家属、
我市在编基干民兵凭证实行半价优待。

晋商博物院临时门票价格本月开始执
行，试行期为 14个月。

本报讯（记者 张秀丽）“自从生
了老二，如何兼顾好家庭和工作让我
很焦虑，请老师给支支招……”1 月
12 日是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西曲矿一
月一次的家属开放日，职工杨瑞枝来
到心灵驿站倾诉心声。设立一年多
的西曲矿心灵驿站平台，通过线上线
下沟通的方式，已对全矿近千名职工
进行心理咨询和疏导，帮助他们释放

压力、化解矛盾、和谐工作、快乐生
活。

西曲矿心灵驿站平台是该矿党
委围绕生产生活实际，结合职工诉求
开设的。心灵驿站邀请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开展一对一咨询 50 余人
次，畅聊 1+1活动 33次，进行了 13次
团队辅导。专家利用“驿站云平台”
对井下 261名职工，进行了线上心理

测评，筛选出 38名重点关注对象，给
予积极专业的心理疏导，同时与矿安
监处联合开展了 3 次“三违人员”帮
教活动。

新年伊始，心灵驿站又增添了沙
画、沙盘、冥想等 13 个功能室，女工
部则利用心灵驿站平台，举办插花、
美容、瑜伽等多种素质提升活动，极
大地丰富了职工的精神生活。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 通讯
员 张启亮）深夜车辆疾驰，辗轧卷
飞井盖，马路窨井张开“大嘴”，险情
出现……1月 10日晚 10时许，市城管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反映后，应急协
调，采取防范措施，迅速补装井盖，消
除了隐患。

10 日晚 10 时 10 分许，一位司机
驾车途经迎泽区马庄路西太堡地
段，驶过路中窨井井盖时，突然感觉

左侧车轮猛然下沉又弹起。他赶紧
下车观察，看到井盖在强大惯性作
用下，被卷飞至 10 米开外的人行便
道上。

由于路灯昏暗，深夜视线不佳，
且马庄路地处东山丘陵地带，道路坡
度大，“张嘴”的窨井不易被人察觉。
为避免发生安全事故，该司机迅速从
车内拿出反光三脚架，支在马路窨井
旁，警示其他车辆提前避让。同时，

用手机对事发现场拍照，通过“太原
微城管”微信小程序，上传至市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市城管指挥中心派出督查员，赶
赴现场应急防范，摆放隔离墩，疏导
车辆绕行。同时，受理派遣员立案确
权，落实道路设施产权单位，派单至
市住建局二级平台进行处置。在重
新安装并加固井盖后，险情得以及时
排除。

西曲矿心灵驿站 疏导职工心理压力

井盖飞向便道 城管快速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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