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齐的接户线、美观的智能
电表、崭新的变压器,几栋老旧却
不失整洁的多层……9月11日，
沐浴在夕阳余晖下的汤阴县汽车
站家属院,显得格外安逸。

“以前我们这儿电线就像蜘
蛛网，不安全还经常停电，现在好
了，供电可靠了，电价也低了很
多，有什么问题打个电话电工师
傅就来了，用电真是安全舒心多
了。”谈起汤阴县供电公司接管小
区电力设施维护管理工作后的变
化，居民李宗飞感触颇深。

汽车站家属院位于汤阴县公
共汽车站北边107国道旁，始建
于1995年，共28户居民，一直采
用专变供电。由于过去汽车站从
国企改制为私人承包，导致小区
电力设施弃管长达10年之久，居
民们怨声载道。去年9月份汤阴
县公司正式接管并对该家属院的
电力设施进行改造，居民从此告
别了用电问题求助无门的局面。

弃管小区，即长期没有物业
管理的居民小区，其电力设施维
护管理一直是困扰政府、社区、居

民、供电企业的一大难题，经常由
于设施损坏得不到及时维修而引
发各方冲突和矛盾，普遍存在用
电安全、频繁停电和社会稳定等
隐患。虽然根据产权划分，居民
小区的电力设施不归供电公司维
护，但供电企业常被居民误解，造
成负面影响。

在汤阴，像汽车站家属院这
样的弃管小区并非个例。随着
用电负荷的增加和供电设施的
老化，弃管小区供电设施损坏严
重，导致停电故障频发，安全隐

患众多，直接影响到小区居民的
正常生活。为使弃管小区供电
设施从“无人管”变成“有人管”，
改变无人问津的局面，汤阴县供
电公司对全县弃管小区进行调
查统计，逐步治理。目前，辖区
单位或物业有意愿移交供电公
司管理的供配电设施共涉及22
台变压器及低压供电线路4600
米；破产或倒闭企业及低收入群
体无人管的地方，涉及 14台变
压器及低压供电线路 3200米。
汤阴县公司筹备资金对其中部

分小区进行了电力设施和户表
改造，验收合格后，由供电公司
接管，彻底消除这些小区住户用
电方面的后顾之忧。

为民服务，电力先行。改造
后的电力设施供电能力更强，
可靠性更高。由汤阴县供电公
司运行维护后，不但不用再承
担居民电价之外的任何费用，
再遇到用电问题还能够轻松解
决，成为这些弃管小区居民最
开心的事。

（李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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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供电公司：服务弃管小区 践行社会责任

□记者 李曼 文图

本报讯“任大夫坚持观察
病人两个多小时，直到病人下
车任大夫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昨日一则帖子在网上引起众多
网友点赞，原来9月10日一乘
客在高铁上突然发病情况危
急，同在一趟车上的洛阳市中

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任向阳
得知后立即赶往病人的身边，
经任主任判断和急救，病人转
危为安。昨日记者联系到已回
到单位的任向阳，提起救人的
事，他说这是医生应该做的。

“刚上车约20分钟，车厢的
广播播报急找医生。”9月10日
早上，在苏州参加中华医学会

第二十次神经内科学术大会结
束后的任向阳，踏上了返回洛
阳的G1916次高铁。他听到寻
找医生的播报后，立即赶往病
人的身边。病人是位60多岁的
女旅客，上车后就出现胸闷，越
来越严重。“我见到她时，病人
的意识还清醒，但面色苍白，胸
闷很严重”。任向阳告诉记者，
通过了解得知患者有高血压和
冠心病，根据患者当时的表现，
任向阳考虑患者应为急性冠脉
综合征，“这是冠心病的一种严
重类型，可能导致心肌梗死”。
了解情况后，任向阳立即使用
高铁上的急救设备为患者测血
压，并让她服用了相应药物，患
者的症状逐渐得到缓解。

得知患者不愿提前下车接
受治疗，任向阳主动留下照顾
患者，“因在车上无法给她做心
电图，病情到底发展成什么样
都没数，这种病一旦发生其他
情况，是必须及时救治的。”在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内，任向阳
留在患者身边一直观察，直到
将患者送到家属的手中。

“这次患者的情况比较危
重，确实挺担心的。”任向阳说，
虽然自己从医20多年，但列车
上简单的急救设备，让他在处
理危重病人时也捏了一把汗，

“好在下车时病人的症状已缓
解了不少，没发生更严重的情
况”。当天在见到患者家属时，
任向阳细心叮嘱了注意事项，
告知患者必须立即就医，才回
到自己的座位上。

双节临近
月饼等食品将重点检查

本报讯 从 9 月 5 日起至
“双节”假期结束，洛阳市食药监
管局提前部署开展中秋、国庆期
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月
饼、米面粮油、乳制品、饮料、酒
类、糖果糕点和儿童食品等为重
点品种，各类商场超市、食品批
发市场、校园周边小食品店、展
销会、城乡接合部及农村市场为
重点区域。

此外，生产环节主要检查月
饼、月饼馅料生产企业的资质情
况、原辅料进货验证情况、配料

及添加剂使用情况、生产工艺关
键控制点控制情况、包装及标签
情况、出厂检验落实情况；流通
环节主要检查食品经营者进货
台账记录，是否销售“三无”、过
期等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
品。

据悉，整治行动中，将针对
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月饼、加工
类肉制品、坚果炒货、蜜饯、糕
点、食用油开展专项抽检，计划
对生产环节抽检100批次，流通
环节200批次。

在高速列车上，一上年纪的女旅客突发重病

洛阳医生急救 患者转危为安

老城法院送法进社区
现场调解家庭纠纷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王晓东

本报讯 老城法院法官送法
进社区，现场调解了一起10多
年的家庭纠纷。9月8日下午，
老城区南门口社区，法官刘磊及
同事向居民发放普法宣传册，向
居民讲解有关婚姻家庭、继承纠
纷、民间借贷等方面的法律常
识，用简单易懂的案例进行普法
宣传。

活动结束后，社区一70多

岁老大爷将刘法官拉到一边，希
望法官能够协调解决他家长达
10多年的家庭纠纷。社区工作
人员了解到，老大爷不愿公开，
便安排一间调解室。随后，大爷
和其家人围坐在刘法官和社区
调解员身边开始调解。经过近
两个小时调解，这起家庭纠纷终
于有所缓解，积累十多年家庭矛
盾化解了，换回的是家庭和睦。

女孩失足掉入山沟
神鹰救援队驰援搜救
□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杨洋

本报讯“谢谢你们，孩子
现在已恢复得差不多了，等她
完全康复，我们全家一定再来
专门感谢你们。”近日，在新安
县志愿者服务中心，陈静（化
名）的舅舅向神鹰救援队队员
们表示感谢。

原来，9月6日中午，家住
新安县铁门镇嶡山村的陈静，
骑电动车送姐姐的孩子去幼儿
园，但直到下午5点半也没回
家，陈静手机、钱包、钥匙都没
带在身上。后来天黑了还没见
到陈静踪影，家人联系亲友四
处寻找，直到凌晨一无所获。

次日一早，家人又到附近郁
山森林公园寻找，在公园西门路

边，找到了陈静的电动车。家人
立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查看监
控，发现陈静在当天下午3点多
进入公园，随后便没有下山离开。

民警和陈静家人分成几组
在山上搜寻，找了几个小时，还
是没见着人。随后，家人向神
鹰救援队求助，20多名救援队
员赶到郁山，加入搜救队伍。
他们再次对公园的角落进行搜
寻，并询问山上商店店主和锻
炼的群众。

经过三个小时排查，一名
常来山上锻炼的群众说，9月6
日他在山顶凉亭不远地方见过
这个女孩。根据这个线索，神
鹰救援队的队员在该处继续搜
寻，并发现一只鞋子，沿着鞋子
往下方看，隐约看到有个人躺

在树丛里。
陈静的家人闻讯赶到，救

援队将陈静救出来时，她紧闭
双眼，几乎没什么力气。距离
其失踪已一天一夜了，救援队
员让她喝了一些水，随后在医
务人员帮助下，用担架将陈静
抬下了山。

据陈静回忆，当天下午天
色渐黑，她准备离开时，在路上
碰到一条狗，因为害怕狗追赶
她，慌不择路不小心掉下了山
沟。家人早上在山上找她，她
听到了呼喊声也回应了，因声
音小，没有人听到。

陈静被送往医院后，经检
查，身体除了擦伤外，并无大
碍，目前正留院观察。

□记者 焦勐 通讯员 陈翔

晴好天气 将持续一周
□记者 章杰

本报讯 经历了上一周的风
雨洗礼，这周的周一显得像个秋
天的样子了：秋高气爽、有点凉
爽，甚至还有只属于秋日里特有
的灿烂阳光。

这样的秋天，中午虽还会有
点热，但早晚还是凉快的，这样
的晴好天气，可能要持续一周。

9月12日，最高温度29℃，
最低温度18℃，晴转多云，微风。

9月13日，最高温度26℃，
最低温度18℃，多云，微风。

紫外线指数 强 涂擦SPF
大于15、PA+防晒护肤品。

感冒指数 少发 无明显降
温，感冒几率较低。

穿衣指数 热 适合穿T恤、
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

洗车指数 较适宜 无雨且
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

运动指数 较适宜 户外运
动请注意防晒。

空气污染扩散指数 中 易
感人群应适当减少室外活动。

高铁上旅客突发重病，洛阳医生紧急救治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