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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SHI

本报讯 11 月 5 日，皖北
煤电集团公司第十届“感动皖
北”首场先进事迹报告会——
王明专场在钱营孜矿举行。

事迹报告会现场，采用报
告人宣讲、播放人物短片、现
场访谈等形式举行。王明，是
钱营孜矿机厂弱电大师，报告
会还特别邀请他的妻子王明

芳、机厂副厂长任伟、徒弟杨
飞，现场与观众分享王明工作
及生活的故事。

“如果给他这个丈夫打分
的话，打个及格分吧。家里的
事情是我操持着，孩子生病，
我一个人抱着小孩去医院，孩
子哭闹不止，当别人主动让我
先带孩子看医生时，那种孤独
和无助的脆弱感一下子就涌
上来了……但我理解和支持
他的工作。”妻子王明芳哽咽

着，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近几年，王明的弱电技术

深受不少设备厂家的赏识，2016
年就有厂家想把他挖走，我知道
这件事情后，及时与矿领导沟
通，矿上给王明配备了弱电工作
室，并给了他相应的待遇。作为
基层管理人员，我有义务为企业
留住人才……”钱营孜矿机厂副
厂长任伟在访谈中说。

真挚的话语、感人的画
面，生动再现了王明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默默坚守、以实际行
动践行“工匠精神”，破解生产
一线难题，为企业创新创效、
建功立业的先进事迹。让广
大职工近距离地走近榜样人
物的心灵，感受那些令人崇敬
和感动的瞬间。

据了解，2005 年，皖北煤
电集团公司举行了第一届“感
动皖北”先进事迹报告会。15
年过去了，60个“感动人物”依
然坚守职责、爱岗敬业，用榜

样 的 力 量 影 响 着 每 一 名 员
工。今年又有6个集体和个人
荣获“感动皖北”先进人物荣
誉称号，他们用汗水和泪水铸
就榜样的丰碑，续写着坚韧不
拔的皖煤精神。皖北煤电集
团公司还将以电视专题片、网
络专题等多种形式与广大职
工见面，将感动皖北的故事娓
娓道来，将榜样的精神点滴传
递，让道德之花开遍皖北煤电
每一寸土地。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法
院百善法庭在公安机关协助
下，成功查找到并控制 2 名被
执行人。

当日上午10时许，相山区
公安分局已成功控制被执行
人王某。11时20分，百善法庭
的“老熟人”魏某又被杜集区

公安分局从东山路的早餐店
控制住，并移交法院。被执行
人魏某在法庭案件多，多次执
行行动都未能找到其本人。
可以说是办案人员头疼，申请
执行人叫苦。

中午12时40分，王某当场
履行部分还款义务，并与申请
人达成了执行和解。此时的
魏某开始按捺不住了，态度变
得“诚恳”起来，向申请执行人
承 诺 ：以 朋 友 作 保 ，分 期 还

款。但申请执行人以其多次
失信为由拒绝和解，法庭决定
对魏某实施拘留措施。在体
检过程中，魏某称患有传染
病，执行人员要求其提供病
历，并联系了拘留所，询问传
染病需要增加检查的项目，同
时又咨询了多家医院，了解检
查所需的最快时间。执行人
员群策群力，十几通电话结束
后，终于确定了体检方案。此
时，魏某也意识到自己没有

“退路”了。
晚上8时许，执行人员已做

好了加夜班的准备，但所谓的
“病历”迟迟不见踪影。面对执
行人员坚决的态度，魏某的心
理防线彻底崩溃，主动向执行
人员认错，道出了自己谎称患
有传染病的目的是拖延体检时
间，企图逃避拘留。随后，执行
人员协同值班法警将魏某顺利
送拘。执行人员从拘留所返回
时，已是接近晚上12点了。

今年10月份以来，为切实
解决执行难，百善法庭针对被
执行人长期不履行的案件，重
新研判，理清思路，尤其注意
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执行联动，
通过市公安局协助查找长期
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本报讯 日前，2020 数字中
国创新大赛已落下帷幕。淮师大
学子在机器人赛道中获得殊荣，
其中，获得国家二等奖1项，国家
三等奖 2 项；华东赛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李
淮江、李峥、朱旋三位老师获得优
秀指导教师奖。

据了解，本次竞赛共分 8 个
赛区，机器人赛道共有 476 支队
伍参赛，分为机器人赛道成年组
和青少年组。机器人赛道成年组
设置了软件组、系统组、智慧工业
组、智能机器人组、智能生活组五
个主题，共来自于 61 所高校 212
支队伍参赛。自赛事开展以来，
淮师大学子积极备赛，指导教师

从项目培育、理论突破、实际运
用、作品创新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指导，学子的赛事水平和风格得
到了评委的好评。

2020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机
器人大赛前身为中国（国际）传感
器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制造
2025》将机器人作为重点发展领
域，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对于打
造中国制造新优势，推动工业转
型升级，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
次大赛以“推动机器人技术创新、
行业发展以及中小学生科教普
及”为宗旨，倡导创新思维，鼓励
原创、首创精神，促进创新型人才
培养，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的需要，促进和实现科技协同成
果与产业升级转型的融合。

本报讯 11 月 7 日，省洪派
陈式太极拳教练员培训班在我市
少林武校举办。

为深入贯彻实施《全民健身
计划（2015—2020）》，更好地推动
传统武术的普及、推广、宣传，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加强我省教练
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广规范洪
派陈式太极拳项目的发展，提高
洪派陈式太极拳项目教练员的科

学训练水平、思想素质和业务能
力，我市举办省洪派陈式太极拳
教练员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由省
武术协会主办，淮北武术协会承
办，淮北少林武校、淮北文化旅游
体育局协办，全省 181 名太极拳
爱好者参加3天的培训。

省武术协会秘书长张秨川，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有关负责人
到会致辞。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洪派陈式太极拳传承
人李恩久老师授课。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医
院健康巡讲员走进濉芜产业
园，为广大职工送去秋冬季
养生知识讲座。

秋冬季是人抵抗力最差
的季节，夏季过多的耗损也应
在此时及时补充。讲座上，健
康巡讲员分别从调节饮食、养
肺生津、加强锻炼、增强体质

及秋冬季多发常见病的注意
事项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提
醒大家多喝水、做好保暖、保
持心情舒畅等。整场讲座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内容丰
富。讲座结束后，大家还针对
自身情况进行询问。

进一步增强全民的自我
保健意识，提高大众的健康
素养水平，是濉溪县医院一
直积极参与的工作之一。除
了组织专人进机关举办讲座

外，还通过开展街头义诊、发
放宣传册、下乡入户走访等
方式，引导广大群众注意合
理膳食、适量运动、科学锻
炼，不断增强保健意识，养成
健康的生活习惯。

讲座结束后，一位职工
表示这次活动举办得非常有
意义，让人受益匪浅。希望
以后能多开展不同主题讲
座，引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

本报讯 10 月 31 日至 11
月1日，我市第三届《国家体育
锻炼标准》达标赛在市体育场
成功举办。此次比赛由市文
旅体局主办，共吸引了三区一
县约100人参加。

比赛参照《国家体育锻炼
标准试行办法》，测试心肺功
能、肌肉力量、柔韧素质、平衡

能力、灵敏素质五项指标，旨
在贯彻落实《淮北市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2016-2020年）》，推
广普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和《全民健身指南》，进一步提
升我市广大群众的健身热情
和运动技能，倡导科学健身，
提高身体综合素质。

记者了解到，我市《国家
体育锻炼标准》达标赛已连续
举办三届，明年将继续向县区
推广延伸。

本报讯 近日，淮北交警
二大队民警在淮海西路巡逻
时，一辆白色小车在警车前
方突然停车，车上下来两名
男子，正准备互换座位，民警
立即上前盘查。

通过询问民警得知，驾
驶员叫闫某某，副驾驶员是
其妻弟，名叫宋某某。谈话

间，民警闻到闫某某身上有
浓重的酒气。民警对闫某某
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测试结
果为135mg/100ml。

经了解，当晚闫某某参加
家庭聚餐结束后，打算送妻弟
回家，开车刚转弯便发现前方
有民警设卡检查，便“灵机一
动”，与副驾驶的宋某某商议
调换位置来逃避处罚。没想
到一辆巡逻警车一直跟在后

面，换座位的过程被警车的行
车记录仪全程拍下。

民警将闫某某带往医院
进行抽血检测，经鉴定其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 155.38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违法行
为。闫某某也因一时图杯中
之 乐 ，最 终 难 逃 法 律 的 严
惩。交警提醒：法网恢恢，疏
而不漏，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遵规守法，方能平安出行。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五进二巡”活动
走进刘桥中心校。

此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
文明办、县关工委联合承办。中
国好人、关工志愿者王芳，讲述了
自己艰苦创业，以及致富后如何
回报家乡、资助贫困留守儿童的
真实故事，告诉学生们要时刻保
持顽强拼搏、立志成才的斗志，刻
苦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报答家乡
父老。淮北好人、濉溪县青少年
心理健康辅导站站长汪浩，以幽
默风趣、平实可亲的语言与学生
们交流互动，通过讲述好人事迹，

教导学生们要向身边的好人学
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争做新时
代优秀青年。现场，近千名师生
聆听演讲，反响强烈。

据了解，濉溪县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五进二巡”活动于今年9
月启动。通过选拔一批省市县三
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组成濉
溪县模范好人先进事迹报告团，
分期分批分组进学校、进乡村、进
机关、进社区、进企业，长期开展

“巡展巡讲”活动，旨在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广泛宣传道德
模范先进事迹的指示精神，发挥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示范引领
作用，倡导好风尚，弘扬正能量，
促进社会向上向善。

本报讯 为提高我市文化
市场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水平，
增强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公正
文明执法意识，11月3日，市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举办全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业务培
训班，近50名文化市场执法人
员及县区文化市场业务骨干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文化
市场政策法规知识的解读、行
政执法程序规范的讲解、文化
市场移动执法的应用、案件办
理实务以及文化市场执法中
的廉政作风要求等内容。此
次培训加强了我市文化市场
执法人员的理论知识学习，提
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和执法
水平，有力推进了我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

“感动皖北”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钱营孜矿

传递榜样力量 厚植工匠文化

执行加强与公安机关联动

县法院百善法庭控制两名被执行人 安全用药宣传进校园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张思伟

本报讯 “我今后要听从医
生的安排，不能乱吃药。用药的
时候，要看说明书……”近日，烈
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走进烈
山区青谷小学，开展安全用药进
校园宣传活动。

为了让学生了解安全用药知
识，促进学生安全用药科学素养
的提升，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

全用药知识少儿绘画读本》《安全
用药科普知识读本》等宣传资料，
围绕家庭自我药疗不当、如何看
懂药品说明书以及混淆保健食品
和药品概念等用药知识，给学生
们进行梳理解读，并就儿童安全
用药最常见的误区及应注意事项
做了重点提示。

据悉，今年全国安全用药月
活动以“安全用药 战疫同行”为
主题，活动于 10 月 28 日正式启
动，将持续至11月28日。

淮师大学生在2020数字中国
创新大赛上获佳绩

我市举办省陈式洪派太极拳
教练员培训班

我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达标赛成功举办

醉驾司机真大胆
交警面前换座位

“五进二巡”先进事迹报告团
走进刘桥中心校

“青春自护大讲堂”
走进徐楼中心学校

本报讯 11月4日，共青团濉
溪县委“青春自护大讲堂”应急救
护知识讲座走进濉溪县徐楼中心
学校，200余名青少年现场聆听。

举办此次活动为了普及应
急救护知识，增强青少年自救互
救意识和技能，形成“人人学急
救、急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
本次讲座以理论知识讲解和救
护 技 能 操 作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安徽省应急救护培训师、淮
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濉溪中
队队长郭子文运用生活中真实
的案例，细致讲解了基本应急常

识以及如何应对溺水、气道异物
梗阻、触电等突发状况。通过

“模拟人”示范了标准的操作步
骤，在讲解过程中邀请在场的同
学们上台进行实际操作，并进行
现场操作指导。

“通过开展青春自护大讲堂
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城乡青少年
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
力，有效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安全
事故发生。”团县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团县委将继续把青
少年自护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内容，把增强青少年自护意识、提
高青少年自护能力作为促进其健
康成长和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的基
础工程，不断提升青少年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

我市举办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业务培训班

健康知识讲座
走进濉芜产业园

本报讯 在“119 全国消
防日”来临之际，为让师生了
解消防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1月6日，淮北市第二实验小
学的小学生们利用环保材料
DIY 消防车，学习消防，了解
消防。

活动中，小学生们利用废
旧纸箱，参照消防车模型，认
真制作消防车，尽管消防车的
制作过程中有种种困难，但在
小伙伴的协作下最终成功制
作出来，充分体现了团体协作
精神。

随后，大家又走进淮北市
消防救援支队，零距离参观了
消防车、消防器材等，掌握了
一些常用防火、灭火、逃生、自
救的知识与技能，增强了消防
安全意识。同学们表示，今天
的消防安全教育课生动形象，
令人难忘。

学消防
懂安全

■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李子玉

■ 通讯员 王存仁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郑明礼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张惠 梁嘉宝
实习生 庞格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郑世娥 陈豹
实习生 杨帆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刘燕萍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尹晓洁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毛雪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任胜男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孙建 吴琼

■ 记者 朱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