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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莉美是市 120
紧急救援中心的护士长，至今已
有 24年从业经历。 6月 16日凌
晨，她往淮北矿工总医院急救中
心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一位不久
前被送去女子的健康情况。

事情要从 6月 15日说起。
当天 21时许，刘莉美和两位朋
友正在相山公园人工湖旁散
步。 突然， 湖对面有人高呼:
“有人落水了！快打 120！ ”三人
立即飞奔过去。 借着路灯的光
亮，刘莉美隐约看到，几位游人
站在岸边呼救， 并拿起救生竹
竿指示落水者的方位。这时，有
人一头扎进湖里，抓住落水者。
岸上岸下的人合力将其拉了上
来，是位年轻女子。

周围的热心市民大声询

问，现场有没有医生。 “这有医
生！这有医生！ ”刘莉美和朋友
边跑边喊。赶到后，她立即伏下
身子，迅速解开溺水者的衣领。
女子面部及口唇青紫，呼吸、脉
搏微弱，大动脉有轻微搏动。这
种情况下，无需心脏按压，但一
定要保持气道通畅。

刘莉美立即让女子平躺下
来，将其头部侧向一边，抠出其
口腔内的分泌物， 顺利打开了
气道。见对方已无力掌控头部，
她便一直托着对方颈部， 尽力
保持气道通畅。 两位朋友一边
安抚热心人，一边请他们散开，
留出空间， 让溺水者能够呼吸

到新鲜空气。 10分钟后，女子
脉搏跳动逐渐有力，咳嗽起来。
刘莉美问她感觉怎么样， 她说
头很疼， 刘莉美边密切观察边
安慰她。此时，矿工医院急救人
员赶到， 大伙一起将女子抬上
了救护车。

刘莉美还是有些担心，于
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得
知女子已无生命危险， 正在接
受后续治疗， 她悬着的心这才
放下。事后，女子家人特意从外
地赶来，向刘莉美送上锦旗，表
示由衷感谢。“救死扶伤是我们
的天职。 ”谈及此事，刘莉美的
话不多，语气却格外坚定。

本报讯 6 月 17 日 6 时
许，烈山区平山电厂旁一处工地
上，一名施工工人下半身卡进搅
拌机里。 接到报警后，辖区消防
中队迅速出动 2 辆消防车、10
名消防指战员赶往现场营救。

消防指战员到达后，经询问
及勘察得知，因工友操作机器失

误，导致一名工人下半身掉入搅
拌机料斗和铁架之间，他双手死
死抓住铁架子两端， 无法动弹。
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利用电
动扩张钳对被卡位置进行扩张
作业，同时一直与被困工人聊天，
分散其注意力，缓解其焦急紧张
情绪，并根据他的感觉调整力度
以减轻痛苦。 将机器扩开后，消
防指战员将他慢慢拉出，并抬出
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本报讯 6月 15 日上午，
吴孟复先生百年纪念暨 《吴
孟复全集》 整理出版会议于
淮北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中
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安徽省古籍办公室、安
徽大学等 60 余位专家学者、
历届校友、 家人代表和淮北
师范大学领导、 教师等出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共有开幕
式、追怀吴老、方案研讨、学
术报告四个环节。

吴孟复先生在语言文字
学、文献学、古代文学等学术
领域造诣深湛， 是公认的国
学大师和桐城派大师。 生于
1919 年，卒于 1995 年。 安徽
省庐江县古圩乡人。 原名常
焘，字伯鲁，又字孟覆，号山
萝。 1945年后，曾任上海法政
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副教授，
在上海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纂组工作。 1975 年后历任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今淮北
师范大学） 教授、 图书馆馆
长、文科学报主编、中文系主

任、古籍研究室主任、安徽教
育学院 (今合肥师范学院)教
授、《安徽古籍丛书》 编审委
员会主任委员。 曾任安徽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兼多种学会、研究会顾问，并
获“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
主要著作有 :《训诂通论》《古
书读校法 》 《唐宋八大家概
述》《桐城文派述论》《古籍整
理研究通论》等。 主编《古籍
研究》 杂志、《古文辞类纂评
注》《续经籍纂诂》等。

会议研讨了 《吴孟复全
集》整理出版方案，拟分为文
集、诗集、序跋杂文、文献学
研究、古文研究、语文研究、
诗文注释与年谱、 书信日记
等八卷出版，共约 300 万字。

淮北师范大学校长姚佐
文表示，整理出版高水平、高
质量、 高品位的 《吴孟复全
集》，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整理
出版及对学校发展历史的梳
理， 也是对学者心血的尊重
及学校文脉的延展， 更是对
创新学科发展、 培养学术英
才、传播皖江南北学术、挖掘
安徽文献资源、 提振人文精
神的有力推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创先争优活动成果，激励广大
党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一直以来，淮纺
路小学党支部开展“党徽戴起来
身份亮出来” 党员亮身份活动。
把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举措，做成
了最美的风景， 党员争先亮身
份、树形象、作表率。

共产党员戴党徽，亮出的是
责任，赢得的是信任，接受的是
监督。 走进淮纺路小学，每一位

党员教师的左胸上方都佩戴着
一枚鲜红的党徽。 这是该党支部
提出的要求，所有在职党员在上
班时间、公务活动场所都要坚持
戴党徽，把党员身份亮出来、先锋
形象树起来、责任意识强起来；动
员引导全体共产党员，进一步增
强自豪感、荣誉感、责任感和作为
一名党员的神圣使命感，为教育
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学校
还将以此为契机，不断强化教师
队伍规范化建设，主动作为、体现
作为、善于作为，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优良的师德师风。

毛巾、牙膏、牙刷、脸盆、油
盐酱醋……走进葛塘村村部内
的劳动美公益超市，货架上整整
齐齐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艳芳你来了，是来兑积分的
吧？ 想换什么东西慢慢挑选吧！ ”
超市管理员胡玉荣一边登记一边
问村民。 “我看啊，哪个都好，都是
日常的生活用品……” 前来兑换
积分的村民乐呵呵地答道。

纵艳芳还没走到家门口，就
迎来邻居的热情招呼，“这就是
积分兑换的东西啊， 真实用，正
要去家里找你取取经呢……”来
到家中，只见纵艳芳院子收拾得
干干净净，室内更是温馨整洁。

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 ,让
“比着干”“干得好” 成为葛塘村
的新风尚。 据了解，朔里镇采取
“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
环境提振精气神、共建美好新生
活”的模式，在葛塘村试点建设

“劳动美公益超市”。该村设立领
导小组，明确公益积分券管理员
和监督员各一名，管理员负责本
村公益积分券的管理、 发放、登
记和日常记分工作，监督员负责
本村公益积分券积分监管工作，
并及时对积分情况予以公开。

近日，葛塘村开展第一次评
选，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葛龙带队，分小组对村民家庭
进行评比，以“五净三规范”， 即
院内净、卧室净、厨房净、厕所

净、个人卫生净，家中及房前屋
后生产生活用品摆放规范、生活
家居配套规范、农户居住行为习
惯规范为标准打分。 活动中，获
得满分 50分的家庭有 6户。 公
示期满后，予以发放相对应分值
的积分兑换券，每 1分抵现金 1
元标准,在公益超市兑换相应的

积分物品。
该活动面向全体村民发放

“公益活动积分券”， 同时对贫困
群众重点照顾。 动员群众通过参
加美家美院环境营造、 村容村貌
整治提升、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
水治理、“厕所革命”等获取积分，
激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本报讯 “我们在工地干活，
突然看到他倒在地上呼吸困难、
身体抽搐，嘴里喊着疼，要不是
你们的帮助，病人不会及时被送
到医院呢！太感谢你们了。”王先
生的工友赵某对民警说。

近日，濉溪县交管大队三中
队执勤民警正在执勤时，一辆车
号为皖 FN15** 由南向北行驶
的黑色普桑轿车上的驾驶人突
然向执勤民警大喊着：“我们车
上载有一名重症病人需要立即
到医院救治，希望你们可以开警
车帮助护送到医院治疗。 ”情况
紧急， 三中队执勤民警王宝强、

朱亮立即驾驶警车，让患者乘坐
的车紧跟着， 路上人多车多，民
警一直用话筒喊沿途车辆注意
避让，全程 20公里的路程，民警
用 10分钟的时间就把患者护送
到濉溪县中医医院。

赶到医院后，民警又积极协
助患者工友将患者送至急诊室
救治。 民警在其工友口中了解
到：他和王先生是工友，在韩村
小湖孜一工地开铲车正干活时，
王先生突然呼吸困难、身体抽搐
不适，他们立即用轿车送患者去
医院。由于中午时分路上人多车
多， 工友发现百善路口执勤交
警，于是找民警帮忙。

目前， 患者已脱离危险，在
医院进行救治。

劳动积分“兑”出文明新风尚
———杜集区朔里镇劳葛塘村动美公益超市受欢迎

本报讯 近日， 淮北华润
燃气联合烈山区住建局在望
阳新村社区组织开展了燃气
管线安全进社区宣传活动，进
一步提高社区居民燃气管线
安全保护意识，预防破坏燃气
管线事件的发生。

活动现场，来自淮北华润
燃气的十余名志愿者分为管
线宣传组、激光检测组、调压
维护组三个小组，与烈山区住
建局检查组人员一道对社区
内燃气管线、表箱以及调压设
施进行了激光检测和维护巡
查；开展安全宣讲活动，为社
区居民免费提供了上门安检

服务， 讲解燃气安全常识、管
线保护常识、破坏燃气管线的
危害。 短短半天时间，志愿者
们成功检测并安全处置 11处
漏气点，完成 7台调压器的维
护巡查，有效地普及了燃气安
全常识， 消除了安全隐患，提
高了社区居民的燃气管线设
施保护意识。

淮北华润燃气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将与属地政府建
立健全燃气安全联动机制，
联合对老旧管网尚未改造完
成的区域进行集中排查，重
点对燃气管线、表箱、调压设
施进行安全维护， 不断消除
安全隐患， 保障居民安全稳
定用气。

吴孟复先生百年纪念暨《吴孟复
全集》整理出版会议举行

本报讯 为纪念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杜集区
民盟、区九三学社和区农工党
于日前组团联合开展了“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赴革命老
区———六安市金寨县红色教
育活动。

该团一行 30 余名成员，
历时两天，先后参观了金寨红
军文化广场和金寨革命烈士
博物馆，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

塔和烈士陵园将军墓。 缅怀革
命先烈，大家在纪念碑广场集
体学习讨论，重温革命前辈的
光辉事迹， 走访马鬃岭大湾
村；最后，参观了刘邓大军前
方指挥部旧址，接受一次生动
的革命传统教育。

各党派成员纷纷表示，通
过这次活动， 追忆革命前辈艰
苦卓绝的战斗历程， 更加珍惜
现在的幸福美好生活，“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一定在各自的
岗位上艰苦奋斗，建功立业。

杜集区组织民主党派成员
赴革命老区参观学习

燃气安全宣传进社区

工人被卡搅拌机
消防迅速破拆营救

男子突发疾病 交警紧急送医

淮纺路小学党员
亮身份 树形象 当先锋

险！年轻女子轻生跳湖
幸！白衣天使紧急施救

6月14日，相山区渠沟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及紧密型医联体专家组成的医疗志愿服

务队到钟楼养老院开展免费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耐心为老人们测量血压和心肺听诊，讲解夏季常见病及老年慢

性病防治知识，为老人们送去藿香正气水、感冒灵、速效救心丸等常用药品，并向他们仔

细说明服用方法、剂量和注意事项。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万玉琼

送医送药送健康

■记者 邹晨光

实习生 吴志勤 黄龙艳

■通讯员 李小弟

■记者 陈洪 通讯员 杜芳芳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王倩雯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李小锐 朱志伟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关磊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郭爱芹 余玮玮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李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