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2019年 6月 11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袁南军 综 合 03

6月 9日袁瑞林镇境内普降大到暴雨袁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袁洪水淹没瑞林圩镇街道袁灾情十分紧
急遥我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袁调动水利尧公安尧民警尧消防尧红都救援大队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袁兵分
两路袁迅速赶赴瑞林镇袁全面开展应急抢险工作遥经过持续七八个小时的救援袁成功转移受灾群众袁
未发生一人伤亡遥因救援强度大尧时间长袁参与救援人员极度疲劳遥图为当日晚 23院40袁红都救援大
队队员在救援现场作短暂休憩遥 刘冬生 见习记者严瑶摄

6月 7日袁 农历五月初五袁端
午节遥当天袁武阳镇举办了一场大
型龙舟赛袁 为确保赛事安全有序
进行袁 举办方邀请了红都救援大
队参加活动安保工作袁 救援大队
水上中队和武阳中队共派出十余
名队员到场维护秩序并做好应急
救援准备遥

傍晚时分袁武阳突降暴雨袁绵
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遥 圆满完成了
一天执勤任务的红都救援大队的
队员们袁 准备回家过节与家人团
聚遥 约 19:30袁正在归队路上的队
员们接到 110报警指挥中心尧119
指挥中心救援请求院 武阳镇中赖
村有一男子在绵江河落水袁 需救
援队前往参与搜救浴

警情就是命令袁12 名队员马
上掉头袁直抵事故水域袁与先期到
达现场的镇村干部会合遥

原来袁 落水男子是因家庭琐
事发生争执后一时想不开袁 跑出
家门从中赖桥头跳河轻生遥 桥下
水流湍急袁河面漆黑一片袁落水男
子已不见踪影袁 落水者亲属焦急
万分浴

在场人员谁也说不清男子具
体落水位置袁更不知道落水者现在
大概在哪里袁 搜寻工作如何开展钥
经大家商定袁把参与救援的人员分
成两路袁一路顺着河两边打手电寻
找袁另一路由红都救援大队队员开
冲锋舟在河中搜索遥紧张的搜寻一
分一秒地推进中袁突然袁有人发现

离岸 20左右米的河面上好像有个
人在上下漂动袁几名熟悉水性的搜
救人员毫不犹豫地跳进急流中袁协
力将人救上岸边遥

上岸后发现袁 男子肚子已发
胀袁且无呼吸和心跳遥 一直在岸上
等候的红都救援大队武阳中队医
疗队员邹瑞连二话不说袁立即对溺
水男子实施心肺复苏袁 一分钟尧两
分钟尧 五分钟噎噎十余分钟后袁男
子逐渐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遥时间
就是生命袁部分救援人员又赶紧把
他送往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救治遥

雨一直在下袁 救援大队队员
们及当地干群都全身湿透袁 疲惫
不堪袁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袁
大家默默离开现场袁 各自回家
噎噎

让我们记住这些可爱的见义
勇为者浴

雨夜营救
阴本报记者袁南军

6月 8日 11:25袁 红都救援大
队接到 110指挥中心和消防大队
指令院 沿江路彩虹桥头有一中年
妇女跌落河中袁 请迅速组织力量
前往救援浴

正在高考考点二中北门执勤
的红都救援大队队员谢荣勇接到
队长刘冬生的紧急指令后袁 与队
友杨明共骑一辆摩托车回队穿上
救生衣后火速赶往事发地遥11:30袁
谢荣勇尧 杨明与先期抵达的刘冬
生队长等会合遥此时袁落水女已漂
到瑞金大桥上游约 150米尧 离岸
10几米处遥 因救援队当日主要力
量都投入高考安保袁 装有冲锋舟
的队车一时还赶不过来遥 如果有
冲锋舟参与救援袁 救援人员自身
更安全袁 但很可能会贻误救援时
机袁 落水女子会漂出更远甚至沉
没危及生命遥 刘冬生当机立断袁准
备一搏遥 他把目光投向了队里的
水上救援野名将冶谢荣勇袁身着救
生衣的谢荣勇会意地点点头遥 队
长为荣勇绑好安全绳袁 指着仍在

挣扎的落水者说院野荣勇快上袁看
你的了浴 冶

谢荣勇没几秒就游到女子身
边袁 早已呛晕的女子根本不知道
配合施救袁只顾没命地挣扎袁谢荣
勇绕到其身后袁 以左手抓住其腰
带袁用左肩奋力顶住女子袁右手使
劲划水向岸边游去袁 队友刘平见
状袁跳下水中支援谢荣勇袁一同把
人拉上了岸遥 整个水上救援不到
五分钟袁 岸上围观群众不约而同
为救援队员的神勇表现喝彩遥

被救上岸的落水女子浑身颤
抖尧四肢僵硬袁必须马上送医遥 队
长要指挥协调袁 队友杨明还有脚
伤袁女队友也背不起袁已经消耗大
量体力的谢荣勇毅然背起一百多
斤的女子袁 沿着河堤台阶向上攀
爬到沿江路街面遥

野救援车位置尧 救援车位置袁
听到速回尧听到速回浴 冶此时队车
还没赶到袁为节省时间袁有点着急
的刘冬生用对讲机指示救援车在
新华书店对面的东林大厦门口等

候袁 这边继续背着女子往东林大
厦奔去遥

一段 3 分 19 秒的视频记录
了谢荣勇一路负重小跑至东林大
厦的全过程院最终袁跑了近 500米
的谢荣勇竟然比救援车还早到近
40秒遥 看了视频的网友都为谢荣
勇的 野负重跑冶 点赞袁野这兄弟够
猛浴 冶野这是谁家的男人袁 这么能
背袁又能跑浴 冶噎噎

事后袁记者采访了谢荣勇袁他
说院野水上救人时袁 下水前我就有
把握袁那女人离岸不算太远遥至于
那天为什么那么能背又能跑袁我
看了视频也为自己感到惊讶袁当
时我就一个念头袁 要快点把她送
到医院浴 冶

采访中袁记者还了解到袁救援
队没有选择用摩托车载落水女袁
是考虑女子一直发冷发颤袁 由队
员背着袁 对她可以起到一定的保
暖作用遥

救援者的肩背袁是坚强的袁也
是温暖的噎噎

救援者的肩背 阴本报记者袁南军
2018年 8 月袁我市吹

响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尧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冶渊以下简
称野两城同创冶冤号角遥号角
凝聚力量遥 全市上下协调
一致袁 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和举措袁野两城同创冶 工作
得以迅速展开尧有力推进袁
从市容市貌到交通秩序袁
从市民的文明出行到群众
健康意识袁 各个方面都取
得明显成效袁 老百姓参与
度满意度也越来越高遥
建立健全机制袁 高位调
度推进遥我市成立野两城同
创冶工作指挥部袁市委书记
许锐担任总指挥袁 市委副
书记尧 市长赖联春担任副
总指挥曰指挥部下设野一办
十一组冶曰为让野两城同创冶
工作有序推进袁 我市开创
性地实行网格化管理袁把
全市主城区划分为 36 个
网格袁 由市四套班子领导
成员分别担任网格长并总
负责遥野两城同创冶工作启动
以来袁 市委主要领导先后
召开 15次工作部署会尧调
度会尧现场会袁了解情况尧研
究问题尧部署工作袁野两城同
创冶工作打开良好局面遥

全面整治公共秩序遥
大力开展占道经营治理袁
共取缔尧规范尧制止占道摊
点尧店外经营尧占道作业等
行为曰决打击马路市场袁确
保道路畅通有序曰全面规范
占道建筑物料袁共规范整治
占道堆放建筑物料行为

260余起袁施工场地基本实现围档作业尧隔离施工曰
拆除违章设置的坡道 820余米尧开展小餐饮油烟整
治袁发放整改通知 524份袁取缔占道经营的流动摊点
12处袁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170多家袁规范早餐尧夜宵
摊点 300余家曰开展了噪声扰民专项整治袁共收缴摊
贩叫卖喇叭 280只尧暂扣商家音响 39只遥

规范治理交通秩序遥规范车辆分道行驶管理尧
停车秩序管理袁优化信号灯配时遥 加大对电动车骑
行陋习尧摩托车违法尧货车违法通行尧渣土车野蛮驾
驶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遥 多措并举缓解城区交
通拥堵遥 在城区容易发生拥堵的点段时段安排警
力定点执勤疏导曰在金一路尧金二路尧红都广场尧双
清街等主要街道实行单向通行曰 在容易发生拥堵
有条件安装红绿灯的路口安装红绿灯进行控制遥

大力整治公共环境遥开展野洗城行动冶尧道路降
尘工作遥 全面冲洗城区主次干道路面尧人行道尧道
路两侧果皮箱尧公交站点(牌)尧路灯杆尧电杆等公
共设施袁 对城区主次干道及两侧人行道进行每天
冲洗 2要3次遥 抓小街小巷整治常态化管理袁以网
格化为契机袁采用平时管尧定时评尧每月检的方式
进行大整治袁小街小巷环境卫生有了较大的提高遥

宣传动员持续发力遥 野两城同创冶需要市民全
员参与袁方能事半功倍遥为此袁我市加大宣传力度袁
创建氛围日益浓厚袁 市民知晓率尧 支持率逐步提
升遥 各类媒体尧各单位持续开展宣传袁相继推出创
城快报 52期尧啄木鸟专栏 80期袁相关报道近 286
篇袁发放叶瑞金市野两城同创冶倡议书曳近 12万份遥

志愿服务齐助力遥我市建立了覆盖城乡尧干群
互动的志愿服务体系袁 志愿服务支持率达 90%以
上遥 志愿服务已经融入到我市野两城同创冶中袁36
个网格均组建志愿服务队袁常态化开展文明巡查尧
文明引导尧入户宣传袁2019年除夕尧元宵佳节袁广
大志愿者放弃同家人团聚时间袁 坚守一线参与全
市禁燃禁放工作当中袁我市春节尧元宵期间的空气
质量在赣州排名靠前遥

野现在街道扫得真干净袁看着真舒服遥 冶野没有
占道经营袁这路走着真顺畅遥 冶噎噎文明健康两相
宜遥 野两城同创冶工作开展以来袁城市村居更干净
了袁市民行为举止更文明了袁群众的健康意识越来
越强了袁一座环境洁净尧文明和谐的宜居宜业城市
正在完美地呈现出来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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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城同创 大美瑞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