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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 防汛演练迎战汛期
钟楼街道开展防汛及防溺水演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果 文图

双层纯电动观光公交车
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医护人员应急队员及巡逻队员进行溺水施救、
心肺复苏的施救动作要领演示。

本报讯 在进入“七下八
上”的主汛期之际，钟楼街道
临近实战的防汛及防溺水演
练在此打响。7 月 6 日下午，
汝州市北汝河钟楼段岸边战
旗猎猎，办事处及临北汝河
的二里店、
郭庄、
闫庄、
东大社
区防汛抢险突击队，后勤保
障分队，教育、卫生应急分队
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演练。
防汛演练以“北汝河上
游前坪水库围堰出现险情，
危及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经办事处防汛抗旱指挥
部会商研判，迅速启动抢险
转移方案”
为背景开展。
按照预先抢险方案，现
场指挥员把参演人员分为抢

险组、
救援组、
后勤组，
每组明
确一名科级领导带队，大家
紧张有序地装运砂石料，背
着沉甸甸的沙袋马不停蹄地
往返于堤坝之间，经过近 10
分钟的持续作业，堤坝得到
有效加固，
防止了洪水漫坝。
水位持续上涨，抢险突
击队员手持扩音器发出转移
信号，抢险队员两边护送，或
搀扶或背抱，组织群众向预
定安全地带快速有序转移。
在防溺水演练中，防溺
水值班人员发现溺水人员，
第一时间用扩音器呼喊其他
值班人员，同时迅速向居委
会负责人和办事处综治办汇
报。

接到警情后，应急人员
携带救生绳、救生圈等救生
设备赶赴现场进行施救。按
照职责分工，救援抢险组负
责打捞救援；后勤组在周围
拉起警戒线，做好围观群众
及车辆的劝离清退；教育部
门负责辨识未成年人，并迅
速通过教育系统联系未成年
人家长；卫生部门负责未成
年人救上岸后的抢救、包扎
等工作，并负责将溺水者送
到医院。
在随后的实践演练中，
医护人员还向应急队员及巡
逻队员进行了溺水施救、心
肺复苏的施救动作要领演
示。

市人防专业队参与防汛演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中亚
本报讯 7 月 8 日，汝州
市人防办和汝州市温泉镇联
合在该镇北汝河组织开展
2018 年度防汛安全演练，市
人防办积极组织各人防专业
队参与演练。
此次演练情景为，北汝
河上游普降暴雨，位于汝阳
县北汝河上游段的前坪水库

传来紧急汛情，要求组织沿
岸群众立即转移。温泉镇防
汛指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
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并下达
转移指令。
在接到指令后，市人防
抢险抢修专业队、医疗救护
专业队、人防合成专业队等
立即协同该镇应急维稳民兵
连和机关后勤保障方队迅速
到达指定集结点集结待命。
随着警报声响起，防汛
指挥部要求抢险人员立即营

救被困在河中孤岛上的群众
转移，抢险队员涉水将被困
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群
众获救后，医疗救护队立即
对被救人员采取紧急检查和
心理疏导。
由于长时间的暴雨，致
使上游大量来水，导致北汝
河部分河堤洪水漫溢。抢险
队伍立即手抬肩扛装运砂石
料，用沉甸甸的沙袋，筑起防
洪堤坝。

汝州市供电公司：
开展防汛特巡确保电网安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韩笑 高明哲
本报讯 7 月 10 日，记者
从汝州市供电公司获悉，为

防止旱涝急转，增强汝州电
网对极端天气的抵御能力，
该公司近日派出 6 组防汛特
巡队，共 30 余名电力员工，
对辖区内输配电线路进行了
一次全面的防洪防汛特巡。

截至目前，该公司在线
路特巡中已清理树障 12 处，
处理杆塔基础隐患 5 处，紧
固拉线 38 条，电网设备运行
良好。

本报讯 7 月 8 日上午 8
点 30 分，一台双层新能源纯
电动观光公交车从汝州市圣
庄园（市二高）出发，沿着风
穴路、广成路、农业路、朝阳
路、云禅大道、建设路东段、
宏翔大道，开往汝河沙滩公
园 ，连 通 汝 州“ 五 湖 一 河 ”
（
“五湖”指，云禅湖、丹阳湖、
望嵩湖、天青湖、鹳鱼湖；
“一

河”指，汝河）的双层新能源
纯电动观光公交车正式进入
试运营阶段。
据工作人员张先生介
绍，试运营期间，车辆每小
时 1 班，每天 10 班，每天上
午 半 点 发 车 ，下 午 整 点 发
车 。由圣庄园（市二高）发
车，开往沙滩公园的车辆时间
为8:30-11:30,13:00-18:
00；
由沙滩公园发车，开往圣
庄园（市二高）的车辆时间为
9:30-11:30,13:00-19:
00。

万元现金遗落房间
宾馆员工主动奉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张万强
本报讯 7 月 9 日下午 5
点多钟，一对 50 多岁的夫妇
找到河南海瑞鸥酒店经理王
翠芹，掏出数百元现金坚持
要酬谢，并一个劲地说感激
的话，而王翠芹却态度坚决
地给予回绝：
“ 说啥都不行，
咱们不兴这，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
”
7 月 8 日晚，鲁山县一对
在汝州市从事工程建设的徐
某夫妇入住河南海瑞鸥酒

店，第二天早上由于走得急，
把装有现金和信用卡的钱夹
遗落在宾馆的房间内。
值班经理王翠芹在下午
检查房间时，发现顾客遗落
下的钱包，而且内装有一万
余元的现金和数张信用卡。
王翠芹立即到前台查阅客人
的登记信息，但是由于客人
当晚调整房间，电脑上上传
信息却找不到了，尽管如此，
王翠芹等人始终不放弃，最
终经多方打听查到了客人的
电话信息，并立即联系了失
主。

护士自掏腰包
给年迈的病人家属买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侯晓蕾
本报讯“闺女，这饭你
拿着赶紧吃吧，为俺孩子忙
半天一口水也没喝，俺还没
好好谢谢你嘞。
”
汝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护士邢丹丹边将手里的热饭
送到老人手里边说：
“ 爷爷，
这是特意给你们买的，就一
顿饭的事儿，您就别客气了，
赶紧趁热吃了吧。
”
老人端着热乎乎的饭，
眼角不由湿润了。
7 月 6 日 上 午 10 点 左
右，该院急诊科接到求救电
话，称汝南孙庄附近有一名
疑似酒精中毒的男子晕倒在
路边，身边无人守护。接到

消息后，该院立即出车派人
前往救助。
到达现场后，医生陈国
涛、护士郭静旖顾不得病人
满身的污秽，立即为病人测
量生命体征，并将该男子接
到该院。通过输液药物治
疗，该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参
与抢救的医护人员长吁了一
口气。而抢救的同时，患者
年迈的爷爷奶奶得知消息也
赶到了该院。
中午 12 点 15 分，患者
年迈的爷爷询问医护人员，
附近哪里有卖饭的？
看到老人走路不方便，
护士邢丹丹说：
“ 爷爷，你腿
脚不方便，就不要来回跑了，
我给你带回来。”老人刚要从
口袋里拿出钱，就被邢丹丹
拒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