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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暑假期间孩子们在市图书馆参加戏剧

故事会。

为进一步推广全民阅读，淮北市图书馆精心打造

“相城书童”故事会品牌项目，以通过图画展示和表演

讲故事形式，创新活动载体，开展阅读指导活动，丰富孩

子们的文化生活，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帮助他们健

康快乐的成长。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张婷

本报讯 8月 21日，记者从市
红十字会获悉：全国红十字系统第
二届众筹扶贫大赛安徽区域比赛
落下帷幕，我市耘读旱稻香米荣获
“参赛优秀产品一等奖”，即将代表
安徽省参加全国比赛。

本次大赛的主题是“红十字助
力脱贫攻坚”，旨在通过互联网众
筹，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积极
性，帮助贫困地区推广、销售农副
产品，促进贫困户脱贫增收。 比赛
采取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各团队经
过自主演讲和现场问答环节，评委
以项目线上表现和线下路演情况

为依据综合打分，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 我市耘读旱稻香米荣获“参
赛优秀产品一等奖”，濉溪县孙疃
镇政府等单位被评为“众筹扶贫爱
心单位”，项目带头人于海涛被评
为“优秀扶贫带头人”。

据悉，耘读旱稻香米由安徽耘
读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米
粒细长饱满，质地坚硬，色泽清白，
可谓是米中精品。 该公司专注于
淮北地区玉米、大豆改种节水抗旱
稻推广，稻谷回收，大米加工及线
上线下销售，从种源到餐桌全过程
产业链，积极对接种植结构调整，
助推精准扶贫，为贫困户增产增收
和食品安全作出贡献。

本报讯 8 月 13 日—17 日，
2019年安徽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
赛在合肥市奥体中心举行。 我市
代表队共派出 2支队伍 57名运动
员参加比赛，经过 5天激烈角逐，
我市运动员共获得 9金 2银 4铜
的好成绩。

其中，黄智勇、陈若晳、闫浩

驰、 匡欣雨分别获得甲组男子单
打、 甲组女子单打、 乙组男子单
打、丙组女子单打的冠军；冷怡璇
和刘宛若、闫浩驰和吴一凡、戴佳
怡和匡欣雨分别获得甲组女子双
打、乙组男子双打、丙组女子双打
的冠军；黄智勇、李思贤等人和陈
若晳、 王依琳等人分别获得甲组
男子团体冠军和甲组女子团体冠
军，为我市争得了荣誉。

本报讯 近期天气炎热，马蜂活动频
繁。 8月 19日，我市消防部门连续接到
三起马蜂扰民的警情， 并及时赶赴现场
摘除马蜂窝。
当天 9时许，家天下小区居民报警称

有马蜂窝扰民，三堤口消防救援中队立即
出动 1辆消防车、5名指战员赶往现场。
马蜂窝位于一楼房屋窗户上方，指挥员立
即组织人员穿着防蜂服、携带杀虫剂进行
处置。 3分钟后，马蜂窝被成功摘除。

11时许， 寇湾汽车城江淮 4S店报
警称有马蜂窝，消防救援人员即刻出动。
马蜂窝位于 4S店大门上方，指挥员遂组
织人员使用折叠梯，穿着防蜂服、携带杀
虫剂进行处置。 2分钟后，马蜂窝被成功
摘除。

18点许，南湖雅苑居民报警称有马
蜂窝，消防救援人员再次出动。到场后他
们发现，这个马蜂窝位于卧室窗外，密密
麻麻的马蜂正趴在蜂窝上， 随时可能蜇
伤人。 随后，指战员穿着防蜂服，利用杀
虫剂点燃火对准蜂窝，马蜂四散而逃，指
战员用塑料袋把马蜂窝裹住摘除。

消防部门提醒， 清理马蜂窝是一件
非常危险的事情。居民发现马蜂窝后，一
定要报警，千万不要擅自行动，尤其不要
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去捅马蜂窝。 如果
发现附近或自家屋檐筑有马蜂窝， 应准
备一瓶灭害灵之类的杀虫剂， 以防马蜂
攻击。 平时最好穿戴浅色、光滑的衣物，
因为蜂类的视觉系统对浅色非常敏感，
不敢轻易攻击。

本报讯 “你们的效率真快，解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8月 13日，拿
到母亲身份证办理凭条的于女士
感激地对东区派出所户籍民警说。

当日， 于女士来到市公安局
相山分局东区派出所户籍室求
助，称其母亲身份证丢失，但现因
病重住院，又急需使用，无法到派
出所进行补办身份证。 得知此情
况后， 东区派出所副所长刘浩带
领户籍民警徐冬梅携带相关所需

设备前往医院。 搀扶老人坐好，为
老人整理着装，摆好姿势，当场为
九旬老人采集了办理身份证所需
的照片。 返回派出所后，徐冬梅立
即对照片进行处理， 很快完成了
身份证的办理流程。

在“放管服”工作中，东区派
出所始终坚持以民为本， 实施便
民利民新举措， 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 践
行着“户籍连万家，小事连民心”
的工作理念， 在点滴小事中让辖
区百姓感受着温暖。

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我市健儿获佳绩

马蜂猖狂频扰民
消防连除仨蜂窝

第二届众筹扶贫大赛安徽区域赛
耘读旱稻香米

荣获“参赛优秀产品一等奖”

老人住院急需补办身份证
户籍民警上门服务暖人心

图书馆里听故事

本报讯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此居
住，现在用上了天然气高兴啊，又安全
又便宜， 不用再楼上楼下地搬煤气罐
了。 华润燃气的服务既高效又贴心，我
们小区居民非常感谢他们。 ”8月 21日
上午，提起通上了天然气，今年 72岁的
海孜小区居民许士英大爷笑得合不拢
嘴，不停地向安装师傅表示感谢。

海孜小区是淮北矿业海孜煤矿职
工家属区，共有住户 4367户。 以前，受
距离燃气主管网较远、 建设成本高等
因素影响，对矿区居民而言，用上管道
天然气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得
益于全市“三供一业”供气分离移交工
作的顺利推进， 让不敢想的事变为现
实。

记者在现场看到， 天然气管道之
前已经穿墙入户。 燃气置换、 灶具安
装、新户首检……不到十分钟的功夫，
一户居民即完成通气点火流程。 “通上
天然气，平时可以做饭，冬天还有热水

用，既方便又干净。 ”说起燃气通到家
中带来的便捷， 许士英像了了一桩心
事。

“我们现在是全员上阵、加班加点，
为的就是尽快让矿区居民用上安全放
心的天然气。 ”在淮北华润燃气公司设

置的燃气开通咨询点，记者看到，前来
咨询的居民一个接一个，客服部经理吴
祥坤一边跑现场、 一边调度安装师傅，
身上的工作服早已湿了大半。

吴祥坤告诉记者，为了高效推进集
中送气工作，淮北华润燃气公司专门制

定了工作方案，成立了集中送气领导小
组，配套设立现场登记组、户内供气点
火组、工程安装组、管网置换组、安全技
术组、后勤保障组 6 个工作小组，每天
专门租用大巴车解决员工往返难题，配
备了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投入工作人
员 70余名， 集中力量开展全天候 “作
战”，整体进展迅速。

自 8 月 20 日启动通气作业以来，
海孜小区已完成通气点火 1000 余户，
预计本周内完成全部通气点火任务。

“全市‘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是一项
重要的惠民工程，涉及燃气用户 5万户
左右，目前整体改造工程已结束，十多
个矿区近 3万户居民已实现通气点火，
濉溪南部各矿区近 2 万户居民今年年
底前将陆续实现通气点火。 工程的实
施，对于推进节能减排、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
淮北华润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武子君表示，该公司将继续本着“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的工作要求，与镇村、
矿区等多方联动， 严把工程质量关，高
效推进优质服务， 力争早日通气点火，
让矿区居民和城镇居民一样用上天然
气。

“三供一业”惠民生

海孜矿 4000 余户居民用上天然气

吴祥坤在居民家中检查通气点火情况。 ■摄影 通讯员 吴帧宝

随着国家医疗水平的不断提
高， 精细化诊疗团队的需求与日俱
增。 依照国家对三级医院的硬性条
件规定，濉溪县医院迅速做出反应，
制定医院长远发展战略， 从大儿科
抽调精干人员组建新生儿科， 实现
医院的服务对象更低龄化， 医疗技
术水平朝着更精准化方向发展。

时间在拼搏进取中匆匆流淌。

自 2011 年成立新生儿病房、2013
年组建新生儿科，县医院在婴幼儿
诊疗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患者家
属的肯定与支持。

新生儿科位于医院住院部 18
楼，走廊里安静而温馨。

“请出示您的探视牌和身份
证。 ”每天上午 10点至 11点是家
长们探视孩子的时间，接诊台前的
医护人员最为忙碌。8月 7日上午，
记者到时已聚集了 10 多位家长，
他们依次办理手续，严格接受消毒
环节，才能进入病房。 科室主任李

德新表示，孩子的交接工作看着简
单，其实责任重大，来不得半点马
虎，每一步都得依规行事。

科室对外开放 40 张床位，即
新生儿暖箱，另设有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儿童重症监护室。

9名医生、24名护士， 不间断
察看患者病情，随时就重症患者诊
断检查、 治疗方案等进行集中研
讨，既有助于扩展思路，找到最佳
治疗方向，又有利于全体医护人员
技能的共同提高。

新生儿科面临的风险大、任务
重。 随着县医院的知名度不断打
开， 选择来此分娩的孕妇逐年增
加。 据估算，医院每年高峰期，每个
月会有 400多个新生儿分娩。 新生
儿科一年住院患者大约 1500 人，
平均每个月出院 100多位患者，细
算到每一天就有三四个宝宝出院。

李德新表示，新生儿最常见的
病症是黄疸、窒息、肺炎，目前 5岁
以下儿童患有败血症、肺炎、拉肚
子、感染的较多，均来此就诊。 来此
诊疗的患者中，最小胎龄是 26周，
最小体重是 820克。

目前，这支新生儿团队在制度
建设、设备配备、人才梯队、技术支
持、 儿童宣教等方面不断完善，齐
头并进，向着争创省级重点特色专
科砥砺前行。

用心呵护新生命
———濉溪县医院新生儿科全力争创省级重点特色专科

李德新为新生儿检查。

■记者 陈洪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李小锐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穆庭法

实习生 黄曦 /文

见习记者 冯树风 /摄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李刚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刘静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惠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