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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袁 山西永济 6 名学生在黄河边玩耍
时袁被水流冲走袁遭遇不幸曰7 月 11 日袁宜春市万载
县发生 3 名儿童溺亡事故曰7 月 13 日袁河南省驻马
店市 6 名儿童溺水身亡曰 深圳一周内也有 4 名儿
童溺水噎噎暑期刚刚开始袁 就发生这么多儿童溺
水惨剧袁令人痛心袁足见夏季溺水已经成为导致儿
童伤亡的主要杀手袁必须引起重视遥

人有亲水的天性袁水却往往无情遥 这些溺水事
故袁发生地既有农村袁也有城市曰溺水者有幼童袁也
有十几岁的青少年曰溺水地点袁有的是在本就危机
四伏的河段袁有的是在貌似安全的游泳池里遥 孩子
们未必不知道溺水的危险袁 但往往觉得危险离自
己太远遥 贪玩和好奇心驱使孩子们来到水边袁防范
意识不足让他们走到危险的边缘遥 更值得注意的
是袁中小学生溺水事故中袁往往多人一起遇难遥 据
幸存当事人和见证者介绍袁 这是因为孩子们没有
放弃同伴袁而是选择了救援袁因为缺乏救援经验和
能力袁不仅没有救出落水者袁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
失遥 互相帮助尧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肯定袁但远离
危险水域尧遇到危险知道及时求援袁才是我们更愿
意看到的遥

一连串令人痛心的数字袁 背后是一个个痛不
欲生的父母遥 暑期儿童溺亡袁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悲剧袁 也是每年暑假之前教育部门和学校反复重
申要吸取的教训遥 日前教育部印发叶关于做好预防
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工作的通知曳袁要求各地要紧盯
关键时间节点袁强化防溺水安全教育曰加强家校沟
通袁督促家长加强对学生离校期间的监管袁严防溺
水事故发生遥 事实上袁有些孩子去水边玩家长是知
道的袁但家长防范意识薄弱曰甚至有的孩子溺水时
家长就在旁边看手机袁 而有些游泳池并没有按照
国家要求配备专业救生员遥

预防溺水事故工作最忌沦为形式主义袁 不能
认为发个通知打个电话就尽到告知义务了袁 签个
承诺书自己就没责任了袁 挂个 野水深危险禁止下
水冶的牌子就做完工作了遥 各地要及时对辖区内易
发溺水事故的水域进行排查整治袁 更要紧盯重点
学生群体袁 不间断提醒教育家长承担起学生假期
的看护责任袁并以近期发生的惨痛案例教育学生尧
警示家长袁特别是要广泛开展防溺水野六不冶宣传袁
反复提醒学生不要盲目下水施救尧手拉手施救遥

暑期放假袁 儿童安全不能放假遥 防止孩子溺
水袁真正需要扛起责任的袁是学校尧家长尧水域管理
方等等成年人遥 教育部通知强调袁将防溺水工作情
况纳入教育质量评价和教育行政尧 学校校长和教
职工工作考评袁作为评优评先先决条件遥 对造成重
大溺水事故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袁 要依法依规严
肃追责问责遥 事关中小学生的生命袁必须把成年人
的责任压实袁给孩子打造一片安全空间遥

瑞金市“文明杯”足球赛开打
本报讯 渊记者吴志锋冤7 月 16 日晚袁2021 年瑞金

市第二届野文明杯冶职工五人制足球赛在市体育文化中
心笼式足球场开幕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尧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尧主席刘剑平宣布开赛并为首场比赛开球遥

开幕式结束后袁 红体代表队与京桥建材代表队进
行了揭幕战袁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与现场观众一同观看
了首场比赛遥 激情四射的足球赛吸引了大量的群众围
观遥 比赛中袁运动员们运球尧护球尧传球尧射门噎噎精彩
不断袁大家拼劲十足袁挥洒着汗水和激情遥 经过紧张激
烈的角逐袁 最终红体代表队以 7:4 的比分拿下了首场
胜利遥

据悉袁本次职工足球赛由市总工会尧市体育局主
办袁 市足球协会承办袁 市体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协
办袁旨在引领全市广大职工群众热爱体育锻炼袁崇尚
健康生活袁培养拼搏作风袁以强健的体魄尧饱满的热
情投身瑞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遥 比赛设置了机关组
与企业组袁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基层工会的 22 支代表
队 264 名运动员参赛袁将进行为期 30 天 83 场比赛袁
比赛将决出机关组尧 企业组前三名袁 赛事总冠军一
名袁最佳射手奖尧最佳守门员奖及优秀组织奖尧道德
风尚奖若干名遥

部门协作救助社会流浪者
本报讯 渊沈涛 记者吴志锋冤7 月 12 日袁一名社会

流浪人员因骨折被送入瑞金市红都康养中心进行救
治袁手术进展顺利遥 目前袁该患者病情稳定袁恢复良好袁
拆线后即可出院遥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道袁 该名女流浪人员别名为
金凤六十八袁具体名字未知袁年龄 53 岁袁有精神病
史袁长期服药控制袁因摔伤致左髋部骨折袁故送入红
都康养中心治疗遥该中心骨科团队完善术前检查袁多
科室联合会诊后对她进行在硬膜外麻醉下行左髋部
骨折微创 PFNA 手术袁术中输血 300 毫升袁手术顺利
完成遥

据悉袁近年来袁瑞金市民政尧卫生尧城管等多个部门
协作配合袁形成救助服务网络袁为流浪人员进行教育矫
治尧心理疏导尧精神病流浪人员治疗尧寻亲等各项延伸
服务袁深入开展野传递温暖袁关爱救助冶爱心救助活动袁
传递救助管理工作正能量遥

连日来袁 市人民检察院联
合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尧 市林业
局开展了野生动物查控工作遥
检查组深入各圩镇农贸市场袁
对非法捕猎尧交易野生动物犯
罪线索进行摸排 袁 从非法猎
捕尧养殖尧走私野生动物犯罪
源头尧非法运输交易野生动物
中间环节尧非法经营利用食用
野生动物消费末端等全链条
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遥 据
悉袁2021 年以来袁 市人民检察
院对涉野生动物犯罪案件共
审查逮捕 2 件 2 人袁 审查起诉
12 件 13 人遥

邹成 本报记者吴志锋 摄

暑期儿童安全不能“放假”
阴贾亮

本报讯 渊刘利娜冤为进一步
推动 叶江西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曳 在民营企业的贯彻落
实袁 全面落实赣州工会服务职
工 野十件实事 冶袁扎实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
践活动袁 维护好广大女职工的
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袁 提升企
业一线女职工的幸福感尧 获得
感和安全感袁7 月 16 日袁市总工
会邀请市妇幼保健院专科医生
来到江西远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袁 开展 野学党史感党恩 办实

事冶进企业关爱女职工免费健康
体检活动遥

本次体检活动坚持以女职
工需求为导向袁体检主要针对女
职工易患的常见疾病袁通过一般
检查尧血液分析尧尿液分析尧肝功
能十二项尧血脂四项尧妇科常规
检查尧妇科彩超尧两癌筛查等项
目的详细检查袁全方位掌握女职
工的身体健康状况遥

野由于平日里工作繁忙 袁加
上全套体检费用较高袁 一直没
去医院对自己的身体做个全方

位检查袁没想到工会 耶娘家人 爷
为我们考虑得这么周全袁 组织
市妇保院的专科医生上门为我
们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 袁让
我们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有了全
面的了解袁真是太感谢了浴 希望
以 后 这 样 的 活 动 能 够 多 举 办
些遥 冶活动现场一名受益女职工
高兴地说道遥 活动当天袁该公司
共有 127 名女职工得到了免费
体 检 服 务 袁 体 检 项 目 价 值 达
28500 余元遥 活动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欢迎和好评遥

市总工会院

组织医务人员为 127 名
企业女职工免费健康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