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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9月30日，濉溪县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自行车骑游大会在刘桥镇

举行，来自全市及周边地区

的 600多名自行车爱好者，

在快乐健身中游览乡村美

景，感受身边变化。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本报讯 日前，全市布鲁氏
菌病(简称布病)高发地区牛羊
散养户感染状况及危险因素调
查启动会及防控技术培训在相
王府宾馆举办。 来自县区疾控
中心和布病高发地区四个乡镇
卫生院分管领导、 传染病疫情
调查处置人员、 实验室检测人
员、 下辖村卫生室负责人计 42
人参加培训。

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
患病，人与患病的羊、牛、猪接触
后很容易感染布鲁氏菌，从而引
发急慢性布病。按照省调查方案
要求，我市于 9月下旬启动畜牧
养殖户布鲁氏菌病感染状况及
危险因素调查，选择濉溪县濉溪

镇和孙疃镇、 杜集区矿山集街
道、烈山区烈山镇等 4个高发乡
镇，以家庭为单位饲养牛羊的散
养户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
成员（家庭成员是指调查时该户
内所有共同居住、共同生活 6个
月以上的成员）等 200名高危人
群为调查对象。

据了解， 此次调查预计持
续 3个月，完成目标人群摸底、
登记、培训、现场调查、抽血和
实验室检测以及血样检测结果
上报和汇总。 通过调查，全面了
解我市布病高发地区牛羊散养
户布病感染状况及布病防控知
识知晓情况， 提高基层卫生防
病专业人员防病技术及应急处
置能力， 为养殖户提供职业暴
露防护技能。

本报讯 10 月 3 日上午 9
时许， 濉溪县公安局特警大队
民警接到群众求助， 有一女子
遇车祸脚趾受伤， 需转到淮北
矿工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十分危急， 特警大队
民警王明迅速联系指挥中心请
求淮北交警提前疏散交通并火
速带领该受伤女子乘坐的车辆

前往淮北矿工医院。
一路上警报不断， 民警沿

途不敢耽误一秒钟，原本 40分
钟的路程，仅用 15分钟到达。

到达医院后， 民警立即帮
助家属找来急诊科医生前来诊
断病情。 在医生询问病情时得
知： 原来女子因骑电瓶车和一
辆私家车发生事故导致脚趾受
伤。

目前，该女子已接受治疗，
伤势稳定。

本报讯 国庆期间，我市消
防救援部门一天内接到两起儿
童脚卡电动车轮事故报警。

10月 3日 16点 30分，在青
和宝地小区，一名男孩脚卡在了
电动车轮里。 接到报警后，相山
消防救援中队迅速出动赶赴现
场。 原来，一位宝妈骑电动车带
孩子出行时，孩子不小心把脚卡
进车轱辘与保险杠之间的缝隙
里。 因为夹得太紧，男孩的脚已
经发紫。 消防指战员迅速反应，
使用电动扩张钳进行扩张、减

轻压力，然后进行破拆。 很快孩
子被解救出来，并送往最近的诊
所处理伤口，经检查并无大碍。

无独有偶， 当天 19 点 30
分，在泉山路学校门口，又有一
名女孩脚卡在了电动车轮里。
接到报警后， 特勤消防救援中
队立即赶赴现场。 救援人员赶
到后发现， 小女孩脚卡在车后
轮里无法移动， 遂决定利用无
齿锯对电动车框架进行切割。
经过 5分钟的紧张救援， 女孩
的脚被成功取出。

消防救援部门提醒市民，
骑电动车带孩子外出时， 安全
问题不容忽视。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皖北煤电恒源矿区有
这样一群美丽的劳动者，节日里
默默坚守岗位。 10月 1日一大
早，记者先后来到矿内多个基层
单位的工作岗点，看到朴实的矿
工兄弟姐妹们在不同的岗位展

风采作贡献， 保障矿井安全生
产，以实际行动向祖国的生日献
礼。

镜头一：

上午7：16矿副井绞车房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此
时此刻心情无比激动， 在岗位
上要兢兢业业做一颗‘闪亮’的
螺丝钉， 保证主井提升系统每
一个周期的安全运转， 干好本
职工作，为祖国庆生。 ” 该矿机
电科副井绞车房主井绞车司
机、70后谢飞动情地说，要用实
际行动为祖国母亲献上一份生
日礼物。

镜头二：

上午7：35矿西大门岗

“在新中国 70华诞之际，就
是要看好门、护好院，在岗 1分
钟、尽责 60秒，确保企业财产不
丢失，不外流。”该矿武保科职工
李志军满怀信心地说，履职尽责
做一名矿山安宁守卫者，在岗位
上能与祖国母亲一起过生日，他
很自豪。

镜头三：

上午7：52矿井口超市

“在为祖国庆生的日子里，
今天接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物资
超市的环境卫生彻底进行打扫

了一遍、物资整理整齐，以良好
的工作环境，为井下矿工兄弟们
做好物资供应保障服务。 ”该矿
物资部职工王丹边发物资边对
记者说，干好份内事，在心中为
祖国点赞，为祖国歌唱。

镜头四：

上午8：26矿副井口

“今天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全班职工个个精神饱满、斗志
昂扬，我们今天的夜班，割煤 4刀
共计 300架，实现了架架合格、硐
硐达标。”该矿综采二区生产队队
长杜允桥高兴地对记者说， 该班
当班职工出满勤干满点， 以多出

煤、出好煤的好成绩，用实实在在
的辛勤劳动为祖国庆生。

镜头五：

上午9：23矿劳动工资科

“我单位有不少职工放弃放
假休息， 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加班加点，认真核算、统计 9月
份全员工资收入， 力争尽快入
库。 ”该矿劳动工资科部部长陈
海军认真地说，以爱国、爱矿、爱
岗的敬业精神，坚持做到不漏一
项、不差一分、不错一人，确保让
职工幸福满满地第一时间拿到
工资收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辛勤工作，为祖国庆生。

本报讯 10月 7日下午，由
相山区状元红养老护理院组织
策划的“关爱老人 让爱永驻”重
阳节主题文艺汇演在院内一楼
大厅内举行。 来自海宫和春秋
社区的中老年朋友共度佳节。

淮北市爱心公益协会的志
愿者受邀带来精彩的节目。 一
曲《吉祥中国年》拉开序幕。 口

琴表演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
前方》、独唱《我爱你中国》、伞
舞《秋梦》……一个个精彩的节
目赢得观众的欢呼声鼓掌声此
起彼伏。 另外，现场还有豫剧朝
阳沟选段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
三年》深得老年朋友喜爱，诗朗
诵 《月光下的中国》《今天是重
阳节》感情饱满而真挚，台下观
众侧耳聆听。

近年来， 我市正积极摸索

“医养结合”模式。 相山区状元
红养老护理院负责人葛印强
在与民政部门、 街道对接后，
将该院服务方向定位在居家
养老和中心养老相结合模式。
目前生活、休息、保健、娱乐、
医疗各功能室正在不断完善，
届时将能够安置 160 名老人，
为老人提供监护、助护和生活
护理，兼备护工、家政从业人
员培训实习为一体的综合性

服务机构。
葛印强表示， 周边两个社

区 75 岁以上老人约 2000 多，
将为有意向选择居家养老但又

想享受服务的老人佩戴上贴身
“感应器”， 实时监控老人身体
变化， 努力为老人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出一份力。

本报讯 随着不断地发展，
濉溪县医院信息技术、 软硬件
基础设施、后勤保障、医疗护理
服务等均有较大提升， 护理队
伍作为护理发展的主力军目前
已增至近 600人， 其中青年护
士的成长与职业规划备受重
视。 医院创新管理举措，助力青
年护士成长。

落实规范化培训， 引导职
业规划。 该院结合国家卫健委
《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试行）》
的实施方案， 制定了护理部及
科室层面的培训及考核计划；
针对青年护士开展入职前为期
两周的岗前理论和操作培训，
随后进行长达两年的规范化培
训及轮转， 帮助他们建立短、

中、长期职业规划，实现了院内
交流与提高的目的， 深受大家
的认可与支持。

送出去、请进来，开阔视野
促提升。医院先后选派部分年轻
的优秀护士到上海东方肝胆医
院、安医大一附院等进行短期进
修，从护理管理、专科技术、护理
服务等多方面找差距、补不足，
并成功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同
时邀请省内外知名护理专家卢
洪州教授、金宗兰护士长作《现
代化护理人才梯队建设》《护理
管理与专科护理》《护理科研与
护理论文撰写》等培训。

以技能大赛为抓手， 通过
青年护士报告会等形式搭平
台， 助力提升护士自身综合素
质， 将所学运用到实际操作和
临床护理工作中去。

恒源矿工人：在岗位上为祖国庆生

关爱老人 让爱永驻

相山区状元红养老护理院举办主题文艺汇演

多彩长假
“十一”长假期间，人们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同时，通

过各种形式的休闲与健身活动放松心

情，享受假期带来的快乐。

10月3日，市民在淮北市图书管参观书画展。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10月2日，游客在烈山榴园村采摘石榴。

■摄影 见习记者 冯树风

我市启动畜牧养殖户布病感染
状况及危险因素调查

濉溪县医院
多举措助力青年护士成长

电动车一天“咬伤”俩孩子

女子遭遇车祸脚趾受伤
民警打通救助绿色通道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王长松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徐艳丽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李惠秋 刘明超

■记者 方芳

通讯员 杨振鹤 李小锐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郭丽丽

■记者 王陈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