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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三月是妇女儿童
维权月，市妇联迎来一位新同事：

‘相城姐姐’。这是一位集智慧、
美貌、热心、爱心于一身的漫画版
普法小姐姐……”3月25日，市妇
联权益部负责人介绍道。

原来，为进一步帮助广大
妇女儿童学法遵法守法用法，
坚持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全面
提高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
力，市妇联邀请专业的动漫设
计师，原创设计“相城姐姐普
法”系列漫画。同时利用“淮北

女性”微信公众号宣传发布，
“相城姐姐普法”形象生动地介
绍法律法规、婚姻家庭知识等，
让法律条文变得更幽默生动，
更具时代特色，更通俗易懂。

为营造全社会尊重妇女、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浓厚氛
围，“相城姐姐”将持续推出以
宣传宪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
法、婚姻法、反家庭暴力法、劳
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女童保护相关规定和家教、
心理等内容的原创漫画。目
前，系列漫画已成功推出两期
内容，收到了广大网友的欢迎
和喜爱。

本报讯 “虽然可以复工
了，但防控工作不能放松，禁止
接待大规模聚餐活动，隔桌安
排就餐，规范使用公筷用餐，加
大用餐者的距离。每天定时对
经营场所、设备设施进行清洁
消毒，保持店内空气流通，要派
人在店门口为就餐者测量体温
等。”3 月 23 日晚，城里社区党
总支书记盛庆金对蓝湖绿城小
区某水饺店店主说。

疫情当下，安全问题是大众
关注的焦点，城里社区根据居民

消费习惯，结合社区实际情况，
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相山
区城市管理人员12人对国购广
场、蓝湖绿城、金海燕、四海绿洲
花园、桓谭明珠小区门面集中开
展夜市堂食突击督促、政策宣传
行动，重点督促从业人员是否持
有健康证明，经营单位必须建立
从业人员测温记录台账，营业过
程要着工作服，配戴口罩和帽
子，工作期间要勤洗手、消毒，餐
厅入口是否设置顾客测温点；有
无违规开展堂食；消毒操作是否
符合标准、是否规范使用公筷公
勺等逐一对照检查。

本报讯 “祝您福如东海,寿
比南山!”3月20日一大早，石台
镇梧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孙乔一行手提生日蛋糕来
到梧北四组老人张氏的家中，
给老人过百岁生日。梧桐村

“两委”成员及其家人围绕在老
人身旁，共同陪伴老人享受这
份喜悦。

蜡烛点燃，老人哽咽。听
着祝福的话儿、吃着可口的蛋
糕，百岁老人张氏流下了感动
的泪水。“谢谢你们，这么用心，
工作那么忙还把俺的生日记在
心里，为俺准备生日蛋糕，亲自
为俺过生日……”百岁老人张
氏感动地说。

在吃蛋糕的间隙，孙乔和
老人唠起了家常。当问到老人
的生活起居时，100岁的张氏老
人笑呵呵地说，她目前和儿子、
孙子一家一起生活，虽然生活

条件不是太好，但是儿孙都非
常孝顺，现在身体状态很好。
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孙乔叮嘱老人亲属要继续悉心
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多给其
心理上的关怀和安慰，让老人
多享天伦之乐，把“百善孝为
先 ”的 中 华 传 统 美 德 传 承 下
去。临走时,孙乔真诚承诺:“老
人家,您好好保重身体,明年这
个日子我们还来给您过生日!”

此次给老人过生日活动，只
是梧桐村关心关爱老年人的一
个缩影。目前，梧桐村共有20位
90 岁以上的老人，每逢他们生
日,孙乔都会自掏腰包带领村“两
委”将蛋糕和祝福送到老人家中,
让老人感受到梧桐村这个大家
庭的温暖。自新一届村“两委”
成立以来，梧桐村将关爱老年人
纳入日常工作，充分利用重阳节
重要节日节点，开展关心关爱老
年人的文化活动，在全村上下营
造尊老爱老敬老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医院
泌尿外科再次成功为一名高度
怀疑前列腺癌的患者实施B超
引导下经直肠前列腺标准穿刺
活检术。目前，安徽省范围内，
仅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第二附属医院、省立医院、
蚌医一附院等少数省级大型医
院开展此技术，市、县级医院泌
尿外科开展甚少。濉溪县医院
让广大前列腺癌患者在家门口
即可享受到大型医院的医疗服
务水准。

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延
长、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检测
技术的普及和影像检查方法的
改进，前列腺癌检出率呈上升
趋势。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及
精准分期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及
疗效判断有重要意义，而前列
腺穿刺活检目前仍是确诊前列
腺癌的唯一依据。

以往濉溪县医院行经直肠

前列腺穿刺活检采用手指引导
下盲穿，不能精确定位肿瘤组
织，穿刺活检病理结果阳性率
低，且并发症多如刺破尿道、膀
胱或穿刺到前列腺包膜以外
等。超声引导下经直肠前列腺
穿刺活检术不仅可以帮助判定
前列腺癌病灶的大小、累及范
围，直视下穿刺可大大提高确
诊率，还可以经直肠超声观察
直肠、膀胱有无癌肿浸润，使前
列腺癌分期更可靠，进一步指
导前列腺癌治疗方案的制定和
选择，做到手术安全性高、并发
症低。

2018 年，县医院泌尿外科
独立完成了首例B超引导下经
直肠前列腺标准穿刺活检术，
至今已常规熟练开展该项诊断
技术。建议50岁以上男性把血
PSA检查列入常规体检项目，尤
其是泌尿外科门诊患者，考虑
前列腺相关疾病者常规检查，
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的目的。

本报讯 3 月 23 日，解除
医学隔离的境外来淮人员吴
女士将一面锦旗送给浅草湾
隔离观察点的工作人员。表
达着真挚谢意。

3 月 9 日，吴女士来到隔
离观察点。她说：“刚到隔离
点的时候，由于不了解相关政
策，我的情绪很不稳定。但是
通过医护人员的耐心解释和
疏导，我的心情逐渐得到平

复。对医护人员的暖心服务
甚是感激，所以专门送来锦旗
以表谢意。”

为了有效降低群众交叉
感染风险，2月上旬相山区征
用浅草湾商旅连锁酒店作为
定点隔离观察点。14天的隔
离生活，隔离人员难免出现急
躁、烦闷、不安。情绪不好，医
护人员就与他们开导谈心。
饭菜不合胃口，就及时调整。
隔离期间，医护人员随时关注
隔离人员的健康状态，通过电
话聊天逐一掌握他们的情绪

变化及需求，并对情绪波动
大、激进、不理解的人员，重点
关注、重点对待，具体问题、具
体解决。

“锦旗虽小却带给隔离
点所有工作人员、医务人员
满满的感动，这也是对我们
工作的最好肯定。”隔离点负
责人佘旭祥表示，“疫情当
前，责任在肩，我们将继续抓
好各项防控工作，特别是做
好境外来淮人员的隔离医学
观察，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
击战。”

本报讯 连日来，烈山区人
民法院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线上
线下调解工作，高效化解矛盾
纠纷，及时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

3 月 20 日，代某起诉耿某、
肖某民间借贷一案。2019年耿
某、肖某夫妇俩因资金周转向
代某借款 50 万元，双方签订合
同，约定年底一次性还清，若未
按期偿还，借款人自愿承担逾
期清偿借款所产生的一切损
失。但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履行,
经代某多次催要无果后诉至法
院。考虑到疫情期间双方情绪
比较容易波动，为尽快化解矛
盾纠纷，承办法官认真梳理案

件后，多次打电话给双方进行
调解，从当事人争议的矛盾焦
点出发，耐心释明履行法律义
务责任，并让双方转换角色，站
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经多
次努力，双方逐渐消除对立情
绪，被告已于庭前将 50 万元借
款本金偿还给原告，双方尖锐
的矛盾得到缓和，但还没有彻
底消除。为达到案结事了，法
官仍不放弃努力，最终打动双
方，原被告终于握手言和，被告
将剩余钱款及其他一切费用通
过微信的方式进行当庭支付。

全民共同抗疫时刻，烈山
区人民法院通过电话、微信、网
络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当事
人促成案件调解，尽最大努力
满足当事人的司法需求，真正
做到了司法为民。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红
十字会发文，对全省红十字
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现
突出集体和个人给予通报表
扬，淮北矿业集团工程处青
东矿建工区职工夏广林荣登
榜单。

今年 48 岁的夏广林，不
仅是青东矿建工区职工，同
时也是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
队队员。作为我市RH阴性
熊猫血志愿者，累计献血达
3000 毫升。2016 年，他加入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四年
来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 300
小时。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淮北社会各界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积极向红十字会
捐赠口罩、消毒液、帐篷、军
大衣等用品，这些物资都需
要分配、运输到防疫一线。
今年春节年三十中午，夏广
林接到参加防控疫情任务通
知后，毅然放下手中的碗筷，
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电瓶车
到防控疫情点集合。

1月26日，大年初二，雨

夹雪。夏广林冒着寒冷刺骨
的风在防控疫情一线执勤，
又接到新命令，需要到汽车
南站和张集去抢修救灾帐
篷，夏广林和市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全体队员们一起顶着
刺骨的寒风，为一线的防控
疫情查验点的人员抢修救灾
帐篷，一直到夜晚。从 1 月
24日起，连续二十多天，夏广
林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为
防疫一线搭建帐篷，设置监
测点，物资发放、社区宣传，
劝阻交通，社区消杀等志愿
活动，成为城市里的逆行者。

本报讯 清明节临近，祭
祖扫墓人员逐渐增多，森林防
火形势严峻。为配合做好相山
国家森林公园清明期间森林防
火工作，3月21日，市林业局组
织党员志愿者开展森林防火巡
查活动。

党员志愿者统一着防火服
在任井东山至电厂后山、雷鸣
科化公司北侧山场、910厂炸药
库至粮库山场等山场进出口，
对上山踏青和祭祖扫墓的群众
进行宣传和引导，提醒他们谨

慎用火。倡导广大群众改变
祭祀习惯，弘扬移风易俗、文
明祭祖、绿色祭祀的新风尚，
提倡以鲜花、植树祭祖来代替
焚烧纸钱等陋习，关爱生态环
境。

活动期间，在重点地段、
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发放森
林防火宣传资料，向过往群众
宣传森林防火的常识和相关法
律法规，宣讲“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由于上
山下山人流量多，党员志愿者
还在山林路口等重要卡点进行
交通疏导。

本报讯 支付宝里的46000
元钱无故消失，花甲老人报警，
在濉溪县公安局百善派出所民
警的帮助下，“丢失”的钱终于
找回来了。

3 月 23 日，一名 60 多岁的
男性退休教师来派出所报案，
称其放在支付宝里 46000 元不
见了，怀疑被人偷走，民警了解
情况后，立即打起十二分精神
帮助找寻。

民警猜想，如果钱财被偷，
那么支付宝交易里面应留存有
记录。民警立即打开老人的支
付宝，查询将近一个月的交易
记录，未曾发现有转账和被盗
的痕迹，转账交易流动资金额

度未超过 100 元钱。民警怀疑
老人是否有两个账号，便对其
进行询问，老人想起有一个不
经常使用的账号，可号码登录
不上，民警拿起老人手机在支
付宝设置界面查看，发现里面
有一个隐藏账号，打开后发现
支付宝里有 46000 元钱且一分
未丢。

老人恍然大悟，说到自己平
时爱好在支付宝上投资理财，便
开设了两个支付宝账号，由于另
一个账号不经常使用，便渐渐遗
忘，不成想把钱转到了这个账
户，才闹出了这般乌龙。

好在虚惊一场，民警对其
进行耐心讲解防诈骗、保护自
己财产安全等相关知识后，老
人对百善派出所民警表示万分
感谢。

3月22日，杜集区南山村百亩

油菜花竞相开放，金黄色的油菜花

与整齐的村舍交相辉映，构成一幅

唯美的天然画卷，吸引游客徜徉其

中欣赏田园风光。

■ 摄影 记者 梅月

“马书记，现在疫情防控到
了关键阶段，我看到咱社区的
值守人员没有护目镜，这是我
想办法刚买来的一盒，送给社
区用吧！”这是鹰南社区居民王
志芳给社区人员送来护目镜的
感人一幕。

王志芳是淮北华润燃气调
度抢维修中心仓管员，同时也
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疫情防
控伊始，王志芳看到社区任务
艰巨人手紧张，便主动要求到
社区参加战“疫”，成为社区值
守第一个志愿者。

“看到疫情防控形势如此
严峻，我真的是坐卧不安，我如
果是医护人员，就直接申请上
前线参加战斗！”王志芳这样表
达着自己急切的参与社区战

“疫”的心情。回忆前几日刚刚
度过的除夕夜，当家家户户沉
浸在团圆的喜悦和幸福时，王
志芳仍在医院悉心照顾着她罹
患癌症的丈夫，当时身处医院
的她深刻感受到一股紧张气
氛。新冠病毒疫情席卷而来，
王志芳当时非常焦急，她说：

“给爱人战胜病魔的信心，才是
做妻子的责任。”在陪伴丈夫做
好治疗后，1月30日，她就给丈

夫办理好出院手续，一回到家，
就与丈夫商议：“你患病期间得
到了社区的关心和帮助，现在
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
人和社会。”就这样，1月31日，
王志芳走进鹰南社区，成为第
一名社区战“疫”志愿者。

参加值守时，王志芳看到
社区防疫物资紧缺，便把提前
买来的肥皂、洗手液、消毒液等
物品送给社区值守人员使用。
她又通过朋友购买了 30 副护
目镜捐给社区，给予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最及时的支持。“您的
护目镜送得太及时了，非常感
谢您给予社区的支持！”鹰南

社区党总支书记马淑颖非常感
谢地说道。

鹰南社区是老社区，有
101栋楼，2891户居民，楼栋自
然位置相对开放，出口多，管
理难度大，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特别繁琐、耗时。初来社区参
加志愿服务时，王志芳被眼前
紧张忙碌的工作触动，卡点值
守、防疫宣传、物资发放、人员
排查、信息报送等各项工作都
在高效进行中。面对此景，王
志芳主动申请多做工作，为了
腾出时间，她便把刚刚出院的
丈夫和 8 岁的女儿送到父母
家，每天一结束卡点值守后，

就立刻帮助社区梳理表格汇
总材料、补差补缺，竭力为社
区抓实抓细防控工作奉献力
量。在忙完社区的值守工作
后，王志芳还为社区一位出行
不便的孤寡老人主动购买鸡
蛋、青菜等生活物资。

在疫情防控关键阶段，一
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阻击战
在淮北大地展开，其中，有许多
在职党员默默无闻地坚守在

“疫”线，王志芳就是这样可敬
可爱的群体之一，虽然是一名
入党积极分子，但王志芳始终
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冲锋
在前、勇于吃苦。

入党积极分子疫情防控勇担当

普法漫画版“相城姐姐”上线了

乡
村
春
色
美

市林业局开展森林防火巡查活动

城里社区倡导餐饮业
规范使用公筷公勺

淮北矿业集团工程处职工夏广林
获省红十字会通报表扬

隔离工作暖人心
真诚致谢送锦旗

濉溪县医院成功完成
前列腺标准穿刺活检术

借贷合同起矛盾 耐心调解化纠纷

百岁老人过生日村里庆寿祝安康

老人“丢失”钱款 民警帮其“找回”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李惠秋 周昭君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孙丽梅

■ 记者 陈洪 通讯员 王婷婷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赵熊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王鲜果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许娜

■ 记者 齐新亚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盛庆金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刘梦坷 摄影报道

■ 记者 徐志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