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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3日晚，由淮
北市文联主办的百年梦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李俊民原创作品汇报演出，在
淮北市传媒中心一号演播厅成
功举行。

当日晚上 7 点，民乐合奏

《喜讯传北京》拉开了演出的大
幕，曲目以具有喜庆情调的唢
呐为主奏乐器，民乐队伴奏烘
托气氛，表达了劳动人民欢欣
鼓舞的喜庆情绪；歌伴舞《沿着
小康道路走》庆祝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时刻的到
来，大家激情满怀走向幸福生
活；男声独唱《大爱中国》的旋

律为小调式，但优美大气，情绪
昂扬，充满自信，展现了中国作
为大国的情怀和担当……近八
十分钟的演出共带来 12 首歌
曲、一首民乐合奏曲、一个淮北
大鼓创新节目，精彩的节目引
得台下观众共鸣，博得阵阵掌
声。最终，演出在主题歌《百年
梦圆》声中缓缓落幕。

7 月 24 日，在淮北市图书
馆又举行了歌曲创作讲座和李
俊民音乐作品研讨会。

李俊民，安徽濉溪人，中国
社会艺术协会理事、中国曲艺
家协会会员、中国合唱协会会
员、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评
委，长期从事音乐教学和群众
文化工作。近年来，李俊民创

作了百余首(部) 歌曲和戏剧、
曲艺作品，在《中国文艺》《歌
曲》《中国乐坛》等国家级、省级
刊物上发表歌曲和曲艺作品50
余首。本次音乐会演出曲目是
李俊民近两年来发表的作品，
内容涵盖了庆祝建党100周年、
祝福祖国、歌颂家乡、乡村振
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题材。

本报讯 7月25日，淮北交警
刘孟强工作期间，在人民医院附
近意外捡到现金7500元，经过不
懈努力，终于物归原主，获得群众
的赞赏。

7 月 25 日清晨 5 点，交警一
大队民警刘孟强送醉驾嫌疑人到
人民医院抽血鉴定。在医院急诊
室门口，刘孟强发现一辆红色电
动车左侧脚踏处有一叠用白色
A4纸包扎的现金，部分现金裸露
在外。经清点，共有现金 7500
元。想到失主丢失财物后一定十
分心急，刘孟强便在原地等候失
主。然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前来
认领，刘孟强便向医院保安询问
有无失主来寻找。未在医院找到

失主，刘孟强便将钱带回交警大
队暂时保管，并将联系方式交给
医院保安。

就在刘孟强想尽办法联系失
主的时候，失主打来了电话，在得
知是交警捡到了钱后，失主悬着
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原来失主魏
女士骑车去医院时不小心将钱丢
失。不一会，魏女士来到交警大
队，刘孟强在确认身份后将钱归
还给了她。

魏女士对交警热心为群众着
想的工作态度表示赞赏，并当面
再次对执勤交警拾金不昧的行为
表示感谢。

本报讯 近日，濉溪县公安
局孙疃派出所联合消防部门，紧
急救援了一名爬上移动信号塔的
男子。

7 月 21 日晚上 7 点 20 分，孙
疃派出所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称
有群众听到移动信号塔上有人呼
救，遂拨打报警电话请民警前往
救援。接到指令后，值班民警立
即赶往现场，看见信号塔顶有一
名男子的身影，距离地面有60米
之高，十分危险。

见此情景，民警立即与应急
救援大队和镇卫生部门取得联系，
同时大声对男子进行安抚，引导其
在塔上谨慎寻找安全位置，等待救
援。待应急救援大队赶到后，民警
与消防队员配合，历经 1 个多小
时，终于将该男子安全从塔上救
出。经镇卫生院医生现场检查，该
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民警了解到，该男子姓陈，今
年40岁。当天晚上因酒后无聊，
便爬到信号塔上掏鸟窝，之后因
体力不支无法从塔上下来。民警
对男子进行批评教育后将其安全
送回家中。

本报讯 连日来，河南省遭
遇极端强降雨，郑州市等地通信
设施损毁严重，基础通信大面积
中断。灾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淮北铁塔公司党委主动向上级请
缨，跨省驰援郑州，助力保障受灾
地区通信恢复。

7月23日下午14时10分，淮
北铁塔公司党委维护部党支部组
建防汛抢险突击队，首批派出 4
名应急维护经验丰富的抢险人
员，即刻前往郑州重灾区中原

区。此次防汛抢险突击队配备应
急发电油机6台、保障车2辆，以
及抢险救灾维修工器具等抗灾应
急物资。临行前，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张蜀勋勉励防汛抢险突击
队队员：网络畅通是连接全国人
民的生命线，在灾情面前，我们的
突击队是一艘永不沉没的“通信
网络航母”。随后，张蜀勋把防汛
抢险突击队队旗郑重地交到队长
手中。

首批防汛抢险突击队已于当
晚抵达受灾区域，连夜配合当地
铁塔公司对重灾区铁塔基站进行
抢修、发电等。

本报讯 连日来，淮纺
路小学开展暑期大家访活
动，进一步加强学生暑期防
溺水等安全教育，督促监护
人落实监护责任，确保学生
安全度假。

家访是学校教育的延
伸、家庭教育的补充，学生的
成长与发展是教师、家庭、社
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提
高家访的时效性，切实让学
生和家长感受到学校的关爱
和重视，学校在家访前做了
充分准备，认真筛查学生资

料，选择留守儿童、家庭困难
学生、单亲家庭学生、学困生
等特殊学生群体作为家访重
点对象。

家访中，党员教师通过
交流询问，了解学生的身心
发展状况和在家表现情况，
有针对性地向家长提出家庭
教育建议。

针对夏季安全隐患，党
员教师还向家长宣传防溺
水、交通、雷电、诈骗等安
全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
并要求家长切实加强安全
监管，减少学生意外事故
发生。

李俊民原创作品汇报演出成功举行

本报讯 长期无人问津的
“僵尸车”，不仅霸占公共区域，
影响市容市貌，同时还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7月20日上午，
交警、城管、消防等部门，在城
区范围开展“僵尸车”专项整治
行动，对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停
放且无人认领的车辆实施强制
拖离。

上午 8 点多钟，执法人员来
到惠民路盉街附近，指挥拖车将
停放在路边停车位内的一辆外
观老化、锈迹斑斑的银灰色轿车
拖离。在惠民路东侧，一辆停放
在停车位上的厢式小货车车身
破损，布满灰尘，并到了报废年
限。在执法人员的指挥下，这辆
车也被拖离了现场。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持续
开展“僵尸车”清理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此次集中清理行动，
共清理“僵尸车”200余辆。

交警部门表示，将持续对辖
区内遗留下来的“僵尸车”进行
集中清理，使整个城区的停车秩
序得到大的改善，彻底解决“僵
尸车”侵占公共停车位的情况。

交警、城管、消防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联合执法清理“僵尸车”

淮北铁塔公司
驰援郑州保障网络畅通

交警拾金不昧暖人心

本报讯 “婚事不铺张、礼金
不攀比”“婆婆也是妈，咱要孝敬
她”……7 月 22 日上午，一场以

“推动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新风”
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在濉溪镇蒙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精彩上演。快
板《移风易俗树新风》、豫剧小品

《彩礼风波》、小品《婆媳情》等14
个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轮番登
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为大力弘扬时代新风，推进
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展现乡村文明新气
象，濉溪镇组织开展了此次活
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
形式倡导文明新风，将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其中，让移风易俗和党
史学习植根群众心中，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

近年来，濉溪镇始终把移风
易俗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工
程，作为顺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
程。以蒙村为移风易俗示范村，
通过典型宣传、示范带动，逐步形
成了其他村压茬跟进、23个社区
整体推动的良好局面，群众移风
易俗的认知度、接受度和满意度
得到明显增强，移风易俗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该镇将持续深化“一
组一会”作用，以更实的举措、更
严的作风，扎实推动移风易俗工
作，真正把移风易俗这件实事办
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里去，引
导广大群众自觉做移风易俗的践
行者。

移风易俗入民心
文明新风进乡村

醉酒男爬上信号塔
体力不支求救援

7月19日至23日，市妇联联合淮师大教育学院研究生党支部、淮

北唯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入烈山区宋疃镇黄营村开展为期一周的

“守护儿童安全 助力平安成长”乡村儿童维权关爱活动。

现场，志愿者们为黄营村的困境、留守儿童提供心理辅导、防性

侵、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内容的安全教育和指导服务。帮助农村困境、

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快乐、丰富有意义的暑假。

■ 摄影 记者 冯树风 通讯员 许娜

7月21日，在相山区渠沟镇油坊村，民革相山总支相山支部联合区慈善协会，将6000元爱心

善款和书包等文具送到5名困境儿童手中。此前，在长期帮扶油坊村入户走访时，民革相山总支

相山支部了解到，当地部分儿童生活困难。该支部第一时间发动所属党员，联合区慈善协会，确

定名单、筹措资金，把关爱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 摄影 首席记者 肖干 通讯员 张少博

守护儿童安全
助力平安成长

民革相山总支相山支部
结对资助5名困境儿童

本报讯 7月24日，在淮北
工作生活的萧县皇藏山区爱心
人士，组织开展了“皇藏儿童游
淮北”暑期夏令营活动，带领家
乡学校的小学生来到淮北参观
游玩，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
暑期。

当天上午，来自萧县庄里
镇庄里学校的 10 名品学兼优
的小学生，在爱心人士和老师
的带领下，首先来到淮北师范
大学相山校区参观。同学们看
环境优美、教学楼林立的大学
校园，听老师讲大学校园生活，

个个欢呼雀跃。在城市展示
馆，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通过图片、实物、影像等多种形
式的展示，认识了淮北这座古
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今天我玩得特别开心，我
看到淮北特别漂亮，谢谢爱心
叔叔阿姨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
机会，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他们
一样回报社会。”萧县庄里镇庄
里学校学生张梓琳说。

在两天的夏令营活动中，
同学们还走进中国隋唐大运河
博物馆（淮北市博物馆）、隋唐
运河古镇等地和游乐场所。期
间，皇藏山区爱心人士还为部

分眼睛近视的同学配了眼镜。
萧县皇藏山区在淮北工作

人员安邦表示，作为淮北的邻
居，我们感觉淮北这几年城市
发展变化很大，所以就想带着
家乡的孩子们来看看淮北城市
的面貌和变化，激发孩子们的
学习热情，这也是为社会做点
贡献，让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
暑假。

淮纺路小学
开展暑期大家访活动

爱心人士热情资助
萧县儿童乐游相城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郝先焰 蔡明

■ 记者 朱冬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付玲荣

■ 记者 朱冬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关磊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王妍 赵丰华

■ 记者 刘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