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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道德模范

爱心点燃希望 真情传递温暖
北辰医院救治9名西藏丁青县大骨节病患者

董庆泓，男，中共党员，曾获得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全国无偿献
血金奖”“天津好人”“天津市优秀
志愿者”等称号，第二届北辰区道
德模范。

在董庆泓的抽屉里有一摞无
偿献血证，其中有的是捐献全血，
有的是捐献成分血。他义务献血
的故事，要从24年前说起。

1997年，24岁的董庆泓出于好
奇，第一次走进了献血屋。献血
时，护士告诉董庆泓，他献出的血
液可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这句
话深深烙进了他的心里，“虽然我
不知道被救的人是谁，但特别有成
就感，觉得这个事太有意义了！”从
此之后，董庆泓就开始了他的献血
事业，并一直坚持了24年。

有一次血库告急，在经常献血
的名单中，工作人员拨通了董庆泓
的电话，“距离我上次献血刚过去18
天，但有人急需输血救命，当时我想
也没想就赶到血液中心献了400毫
升全血。”自那之后，董庆泓的手机
总是24小时开机，因为他怕接不到
血液中心的电话，耽误了抢救生命。

24 年来，董庆泓无偿献血 84
次，总献血量超过了2万毫升。在
他的带动下，董庆泓的妻子、朋友
也加入到献血队伍中。

多年无偿献血经历，董庆泓早
已将助人变成了一种常态。2007
年，在同事和其他献血志愿者的带
领下，董庆泓成为一名志愿者。“我
姐夫是电工，我手也比较巧，就和
他学了不少。”董庆泓说，在他的车
里，常年装着万能表、电烙铁、螺丝
刀等工具，就是为了随时帮别人修
理家电和家具。

有一次，董庆泓开车时，接到
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对
方是居住在富宜里社区的一位独
居老人，因柜子坏了东西拿不出来
所以来电求助。放下电话，董庆泓

调头就往富宜里开去。修好柜子，董
庆泓心里纳闷，询问老人怎么知道自
己电话号码的？“别人告诉我的，说找
小董，他是个好人。”老人说。

奉献爱心的背后，其实也有太多
不易。2018 年，董庆泓下岗了。不
过，乐观的董庆泓却表示，他有更多
时间投入到志愿服务中了。

两年前，董庆泓和其他志愿者在
普东街宝利新苑社区组建了好榜样
公益志愿者联盟，如今已发展成为一
个有两千多人的综合性志愿服务团
队。至今，联盟志愿者们无偿献血6
万多毫升、帮助困难家庭大学生就业
近 100 人、资助帮扶困难学生 10 余
人，并常态化慰问困难居民，进行义
务理发、维修家电等志愿服务。

去年6月，董庆泓和志愿者与一
家爱心企业合作，在宁河区造甲城镇
建立了一个“雷锋蔬菜大棚”基地，种
植有机蔬菜，为困难家庭免费提供新
鲜蔬菜。蔬菜种植、采摘、包装和运
输，都是董庆泓和志愿者亲自完成。
“为社会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觉
得自己被他人信赖、被社会需要，我
就会感到很充实、很快乐、很幸福。”
董庆泓说。

本报讯（通讯员 王立影）大骨节病
是以软骨坏死为主的变形性骨关节病，
患者以身材矮小、短指、关节畸形、步态
异常等为特征。西藏昌都地区是大骨节
病的高发区域。近日，索朗央珍等9位藏
族同胞不远千里来到天津北辰医院，此
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治好大骨
节病，像普通人一样“正常走路”。

8月24日晚19:30，在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北辰医院工作人员在国内出站
口等待着，迎接缓缓走来的一行人。这
行人中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杖、
有的相互搀扶。他们便是不远千里，从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丁青县来北辰医院
治疗的9位大骨节病患者。

当日晚22:00，做完核酸检测、办理
完入院手续，北辰医院的医护人员送来
了早就备好的可口饭菜。为了让藏族同
胞住得舒适，北辰医院根据藏族的饮食

习惯以及手术前后特点，及时调整餐品、
精心搭配营养餐。同时，医院为每位患
者逐一联系对接医保联网报销事宜，并
召集志愿者加入陪伴诊疗、康复的全过
程，解决他们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困
扰，确保藏族同胞安心舒适就医。

此外，西藏来辰挂职干部仁青泽措
在病房担任翻译，同医护人员一起为藏
族同胞服务。而原本已经完成援藏任
务的北辰医院骨科医生张乾继，为了让
9位藏族同胞术后返藏可以继续进行
康复训练，决定继续留在丁青县，为藏
族同胞提供医疗援助。

8月25日，北辰医院为9位藏族同
胞完善各项检查与术前准备，随后进行
手术。8月28日，术后的藏族同胞日珠
已经可以下床开展康复锻炼。病房中，
日珠不断竖起大拇指，用不太熟练汉语
表达对医护人员的谢意。

无偿献血24年 志愿服务不停歇
——记“好榜样志愿者联盟”带头人董庆泓

本报讯（记者 于凡 实习生
赵泽）“接种完第一针疫苗，没有
任何不适。这疫苗呀，接种了只
有好处，打就对了！”日前，集贤里
街顺和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
傅静敏家中进行回访，了解老人
接种疫苗后的身体情况。面对工
作人员的询问，老人笑着说。

连日来，北辰区积极推动 60
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今年89岁，有着69年党龄的
傅静敏有很强的接种意愿，但不
知道自己年龄大且有高血压能不
能接种疫苗。她将自己的情况主
动告诉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进行信息登记，并告
诉傅大娘，能否接种可由专业医
护人员进行评估。

随后在集贤里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现场医护人员仔细询问
了傅静敏的身体状况，为其进行
了综合评估，确认老人健康状况
稳定，又耐心地向老人及其陪同
人员讲解接种注意事项。完成系
列流程后，医护人员为傅静敏接
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老年人年纪大，免疫力低，

接种新冠疫苗更要积极。你也快
去打疫苗吧，你看我89岁都打了，
你还比我年轻呢！”不仅自己接种
了疫苗，傅静敏还充当起了疫苗
接种“宣传员”，在社区的“老人
圈”讲解自己的接种经历，动员身
边老年人积极接种。

韩女士是牛牛公司的员工，用工
双方存在劳资纠纷。某日，韩女士在
该公司邮寄给她的案件材料里发现了
自己在某银行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
韩女士一愣，心想：公司没有这张银行
卡的信息，也没有有关机关的调查令，
怎么拿到我近两年银行流水的？于
是，韩女士打电话给该银行，银行工作
人员称，这是配合大客户的要求。韩
女士认为，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是重要
的个人信息，银行不能未经许可就把
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提供给第三方，该
银行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于是，韩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例分析：

民法典中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

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
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
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
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
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
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
息、行踪信息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
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
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

人信息。本案中，某银行在未获得韩
女士授权，也没有有关机关合法调查
手续的情况下，将韩女士的个人账户
交易明细提供给第三方，其行为违反
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 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
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
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
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
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区司法局供稿）

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呈上升
趋势，近视已成为影响国民尤其是青
少年眼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病理性近视视网
膜病变已成为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眼
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做好近视的防治
工作非常重要。

近视的影响因素及预防：

1.近距离工作：近距离工作被公
认为是影响近视发生的危险因素，与
近视的发展成正相关。除了近距离
工作的总量外，近距离工作持续时间
（>45分钟）、阅读距离近（<33厘米）

等也是近视的重要危险因素。
2.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时间与近

视的发病率和进展量呈负相关，是近
视的一种保护因素。因此提倡在学
龄前如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增加户外
活动时间，有条件的地方鼓励每天增
加户外活动1小时。

3.读写习惯：不良读写习惯是近
视的危险因素。写字时歪头、握笔时
指尖距笔尖近（<2厘米）的青少年近
视患病率较高。应培养良好的读写
习惯，握笔的指尖离笔尖一寸（3.3厘
米）、胸部离桌子一拳（6-7厘米），书
本离眼一尺（33厘米），保持读写坐姿

端正，不在行走、坐车或躺卧时阅读。
4.采光照明：读写应在采光良好、照

明充足的环境中进行，桌面的平均照度
值不应低于300勒克斯（lux），并结合工
作类别和阅读字体大小进行调整，以避
免眩光和视疲劳等。

5.眼保健操：眼保健操可让眼睛放
松。临床研究表明，做眼保健操相比不
做眼保健操可以减少调节迟滞，改善主
观视疲劳感受，从而有助于控制近视。

6.其他：近视发生发展的其他环境
因素可能还包括营养、睡眠时间、微量元
素、电子产品的使用等。

（区卫健委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刘颖）傍晚的盛
泰园社区地下充电车棚里，正有居民
在社区工作人员指导下为电动车充
电，“现在社区有了公共充电桩真方
便，比把电动车推上楼充电省心多
了。手机扫码支付，方便快捷！”现场
居民纷纷点赞社区的便民服务。

连日来，青（广）源街在“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协调相关部
门，利用社区地上和地下空间，安装
的智能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陆续投
入使用。居民只需用手机扫码或刷
卡支付，即可为电动车进行充电，完

成后自动断电，不仅便捷，又有效降
低了私拉电线、楼道充电等违规用电
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各充电车棚
还安装有摄像头和消防设施，多措并
举保障车辆充电安全性。

双青新家园是全市最大的保障房
片区，随着入住居民不断增多，片区内
电动车持有量持续增加。如何妥善解
决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问题成为街
道工作人员着重关心的问题。为此，
青（广）源街成立“电动自行车充电车
棚”工作专班，聘请第三方专业团队进
行规范化设计，并征询电力、消防等相

关单位意见，制定针对性建设方案。同
时，指定专人对各社区进行指导，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加快推进双青片区电动自
行车充电车棚及配套设施建设，尽快解
决居民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问题。

截至目前，街道共有14个电动自行
车充电车棚投入使用，分别位于荣康园、
荣业园、盛泰园、盛福园等社区，总计
447个电动车充电车位，有效规范停车
秩序、解决社区充电安全隐患，全力为安
全便民“续航”。

双街龙顺水世界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对内部设施的全面消杀，同

时严控进场人数，做好入园人员体温测量、“双码”核验等，确保公共场所防疫安全。

通讯员 陈立兴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杜海生）近
日，晨兴力克环保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机炉改建项目仅用一个工作
日就拿到了项目核准批复，比原
有审批流程快了80%。“没想到审
批速度这么快，真是为我们企业
解决了大问题！”企业负责人兴奋
地说。

原来，晨兴力克环保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信用评分为 1300 分，
是信用等级为“AA”级的红名单
企业。区政务服务办为其开通审
批“绿色通道”，采用“信易+服务”
场景，容缺受理，将其他材料提前
录入项目平台，待企业完善报告
后直接提交审核。

北辰区政务服务办自开展
“信易+服务”应用以来，不断深化
落实服务政策，将信用信息查询
嵌入审批流程，着眼于让信用好
的主体享受绿色通道等更便捷的
审批服务，让诚信企业享受信用
红利。

青（广）源街多个社区设立智能充电车棚

400余个充电位为居民安全出行“续航”

公共场所疫情防控不放松

诚信企业审批更容易

“80”后老人成为

疫苗接种“宣传员”

非法提供个人信息要担责
——用案例细说民法典（八）

法治北辰
建设法治北辰 实现公平正义

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办公室

近视的防治

健康之窗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