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黄春艳

本报讯 “高温下你们坚守岗
位，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社区的洁净，
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8月 8日
上午， 相山区相南街道春秋社区党
总支联合淮北市友好妇产医院走上
街头， 为辖区内的环卫工人 “送清
凉”，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

“高温下，一线环卫工人十分辛
苦。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大众

更关爱环卫工人， 更珍惜环卫成
果。”活动中，大家深入街巷，为环卫
工人送去了矿泉水、 毛巾等防暑降
温物品。 党员志愿者还在社区内开
展文明劝导， 呼吁广大居民尊重环
卫工人的劳动成果， 不乱扔乱丢垃
圾，向不文明行为说“不”，共同营造
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

“谢谢你们送来了防暑物品，使
我们环卫工人有更大的干劲。”环卫
工人孟轮笑盈盈地说，“道路干净
了，社区漂亮了，能为社区建设贡献
一份力量，我们也很高兴。 ”

本报讯 近日， 淮纺路小学开
展师生暑假共阅读活动。 在两名教
师的带领和陪伴下，20名学生在新
华书店里静静地看书。

学校高度重视 “暑假读一本好
书”活动的开展，将读书活动作为提
高师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学艺术修
养的载体， 纳入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在放假之前，统一将一批适合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图书目录推荐给

全校师生， 鼓励大家利用暑假时间
读一本推荐或自选的好书， 并做好
读书笔记，撰写心得体会。通过开展
读书活动，师生们对话文本，享受经
典，奠基人生，快乐成长。

为了巩固师生们的自学成果，
开学后， 学校将收集假期所写读书
笔记进行展评。还将举办“书香伴暑
假”为主题的读书征文比赛，以当代
小学生、 新时代教师的精神风貌为
依托，谱写少年儿童胸怀理想、刻苦
学习、励志成才的篇章，抒发教职工
们奉献光与热的伟大情怀。

本报讯 近日， 南黎街道办事
处“一社区一法律顾问”签约仪式举
行， 选聘安徽启宇律师事务所作为
下辖社区法律顾问团队。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建设
法治政府的迫切要求， 是促进依法
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障。 2017年
8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推行
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
制度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法律
顾问要为全面实施中国碳谷. 绿金
淮北战略， 加快城市转型崛起提供
坚强法治保障。

南黎街道办事处作为我市政治
经济文化重点发展区之一， 也是文
明城市建设的主战场。 随着经济社
会高速发展，基层新情况、新问题、
新矛盾不断涌现， 广大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使得基层工作不断面
临新的挑战， 对开展社会治理工作
提出更高要求。

此次签约仪式， 标志着南黎街
道办的法治政府建设向前迈出扎实
一步。下一步，法律顾问团队将发挥
专业优势， 切实提高基层的依法行
政能力， 切实为辖区居民提供优质
法律服务， 为南黎街道办事处经济
社会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讯 8月 9日晚，交通银行
“沃德杯”广场舞大赛淮北赛区海选
赛在隋唐运河古镇五凤门前广场举
行。 来自一县三区 20支参赛队伍、
3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 为观众们
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今年是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现
场，各代表队有的选取《东方红》《我
爱你中国》《祝福祖国》等歌曲抒发爱
国之情，有的改编排演了《淮北俏大
妈》具有本地风土人情的舞蹈，有的

将太极、 瑜伽等健身运动融入动作。
舞台上，穿着华服的选手们或灵动婉
约，或似流水行云，或刚柔并济。
此次大赛是交通银行积极响应

国家全民健身的号召， 在全国范围
内举办的第三届广场舞大赛， 为广
大广场舞爱好者搭建平台， 共同体
验积极、健康、快乐的健身文化。

大赛最终得分由现场评分和线
上投票得分两部分组成， 各占比
50%。 大赛共设立一等奖 1名，二等
奖 2名， 三等奖 3名。 经过激烈角
逐，相城美舞蹈队最终夺得桂冠。

本报讯 一条大蛇半夜三更跑
进居民家中， 吓得一家人手足无
措， 幸好公安民警及时上门帮助，
才让一家人转危为安。

8月 11日 0:01，濉溪公安局濉
河派出所民警接到老火车站西运
输公司一群众求助，一条大蛇跑进
了家中， 吓得一家人不敢睡了，民
警朱浩松带领辅警惠琦峰、陈勇迅
速赶到现场。

民警经询问得知， 该居民居住
的是老房子， 一家人晚上在门口聊
天，大蛇趁其不备钻进屋内。民警赶
到时， 大蛇蜷缩在卧室床头下面位
置，长度在 1.3至 1.5米之间。 看到
民警带着扫把、铁锨和锄头来抓它，
大蛇迅速钻到了大衣柜下面。 民警
又用扫把驱赶， 几个人一起围追堵
截， 终于将大蛇赶进了事先准备好
的编织袋里， 被民警带到田野中放
生。经历一番午夜惊魂，报警群众握
着民警的手，不停地说“谢谢”。

本报讯 今年第 9 号超强
台风“利奇马”顶着“风王”的头
衔，旋转着巨大的身躯，携带着
狂风和暴雨， 在浙江沿海一带
登陆后，一路沿海北上，成为今
年以来登陆或影响我国最强的
一个台风， 多省市直接受其影
响，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近日，中央气象台又为“利
奇马”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
预警， 这是台风预警最高等级。
耐力持久的“利奇马”登陆后并
未深入内陆，因此强度在逐渐减
弱，北上的过程中，预计会给全
国多地带来长时间的风雨影响。
在“风王”抵达我市前两日，市气
象局便提前发布重大气象预警，
我市也提前召开紧急会议，全力
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充

分且成效显著。
8月 7日，市气象局发布雨

情通报（单位：毫米）：受冷空气
和 9号台风“利奇马”外围云系
影响，昨日 8时至今晨 7时，全
市普降小雨，烈山以南多在 2-
10毫米， 烈山以北在 10-20毫
米。 其中，淮北国家观测站 15.3
毫米， 濉溪国家观测站 12.2毫
米，最大降水量 23.4毫米，出现
在大庄村。 极大风速最大值
19.1m/s（8级），出现在大庄。 目
前从降水量来看， 台风对我市
还算“温柔”，也给市民们送来
了清凉。

气温是降了下来， 但是大
风就没有那么“温柔”了。 8 月
12日一早， 市气象局继续发布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 24小
时内我市部分地区受台风 “利
奇马”外围环流影响,平均风力

4-5级，阵风 8级。 预警提示政
府及相关部门还需按照职责做
好防台风准备工作； 停止露天
集体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
业； 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
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
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加
固门窗、围板、棚架、广告牌等
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切断危险
的室外电源。

受“利奇马”影响，近几日我
市气温明显回落，周末两天最高
气温仅 26℃。12日，记者从市气
象台获悉，短期内，我市阴天到
多云，局部有阵雨。 预计，13-18
日， 我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近期气温适宜，16 日后受副热
带高压增强影响，全市将再度出
现 35℃以上高温天气， 请注意
防暑降温。 一周最高气温 36℃
左右，最低气温 21℃左右。

本报讯 “小宝， 刚刚妈
妈把纸扔在哪里了？所以你要
怎么做呀？ ”“把香蕉皮扔进垃
圾桶里。 ”近日，随着气温的逐
渐降低，相山公园里的游客也
多了起来， 记者刚走进园区，
就听到一位年轻的妈妈和她
3岁左右的孩子对话。

从相山公园的正门处
往北走，游人如织，随处可
见“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
一行要文明”“脚下留情，草
坪留青”等文明标语，每段
路口都放有多个垃圾桶，途
中还有石条凳和木椅可以
供游人休息，石板路上干净
整洁，小亭子和路边的树上
都看不见任何的刮痕，即使
是供人们休息的小平台也
没看到任何垃圾。

“这几年，相山公园的
游客一直都不少，我们景区
内也加大了规劝引导力度，
遇到不文明行为都会及时
上前提醒制止，游客的素质
也都普遍提高了。 ”该园区
的工作人员笑着说道。文明
旅游，最终依靠人们内心的
道德法则，每个人都要对自
身行为加以自律。 当然，景
区也要重视自身建设，让景
区环境更美好，游客自然也
会潜移默化，文明行为具有
感染性，环境传递出的文明
将变成更多人的共识。作为
一座全国文明城市，绿水青
山，文明旅游，是我们共建
的另一道“风景”，优美的风
景配上文明的游客，才能真
正形成淮北市的靓丽风景。

大蛇跑进居民家中
民警出动将其擒获

情系环卫工 街头“送清凉”

淮纺路小学师生暑假共阅读

南黎街道办事处
“一社区一法律顾问”签约

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淮北赛区海选落幕
相城美舞蹈队夺冠

文明看风景 景美人更美 “风王”过境 我市迎来降水降温

凉爽过后 将现高温

8月 7日，经市公安局相山公安分
局巡防大队民警的协调帮助，离家失联
15年的流浪汉范某在其弟弟和侄子的
陪伴下， 从淮北返回河南洛阳老家，重
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8月 6日下午，市公安局相山公安
分局巡防大队曹常军大队长带领民警
在世纪广场例行巡逻，发现一名男子形
迹可疑，便上前询问，该男子不是本地
口音，身上没有身份证，也说不出自己
的身份证号， 而且对民警询问支支吾
吾。 经过民警耐心地说服，该男子终于
说出了实话。 原来，男子姓范，现年 60
岁，河南省洛阳市人。据了解，他从老家
外出至今已有 15年没和家里联系过，
也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家里人也不知
道他的下落。

根据范某提供的地址，曹常军大队
长当即联系河南洛阳警方，在当地警方

的大力配合下， 终于联系到范某的家
人。 8月 7日一大早，范某弟弟和侄子
开车来到淮北接他回家。范某的弟弟介
绍， 他哥哥从 1977年开始，40多年来
一直在外流浪，当初是在外流浪几年就
回家，后来一直就不回家。 因为范某 15
年没有音讯， 所以家里的户口都注销
了。 家里人也一直在寻找，可是不知道
他在哪。

临行前，范某及亲人向民警挥手告
别，感谢民警帮助他们一家人团聚。

■记者 万善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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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山公安分局巡防大队民警与范某及其家人挥手告别。

亲人相见，未见动人场面。

范某的弟弟与侄子劝其回家。

民警送范某去乘车离开淮北。范某与相山公安分局巡防大队曹常军大队长握手，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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