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2日 星期三 编辑 周本林 版式 孙力 校对 曙光现场A06

韦岗战斗胜利80周年系列征文启事
2018 年 6 月 17 日是新四军

韦岗战斗胜利80周年纪念日，为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韦岗街道特举办“不
忘初心念党恩、牢记使命传精
神”主题征文比赛，欢迎广大市
民踊跃投稿。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8年5月28日。
二、征文要求
1、征文内容须与韦岗战斗胜

利精神相关，可回顾历史，可展望
未来，题目自拟，体裁不限，诗歌、
散文、书法、绘画、摄影均可。

2、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作

品，主题鲜明，思想积极，感情真
挚。

三、参与方式
征文作品需提交WORD电

子文档，来稿请在文章末尾注明
作者真实姓名、地址、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190881993@qq.com，
书法绘画等作品投稿地址：镇江
市润州区韦岗街道办事处，联系
人：汤朝阳，电话：13775376948

四、奖项设置
本次征文评比将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 名，鼓
励奖若干并给予奖励。
镇江市润州区韦岗街道党工委

京江晚报讯 持续两天的
2018 长江音乐节终于落下帷
幕，在这届音乐节中，每天都有
3 万多名乐迷来到这里享受音
乐的盛宴，但也发生许多惊险
又暖心的故事。记者从警方了
解到，在 4月 30日晚上，异常惊
险的一幕出现了，一名2岁小女
孩走失在数万乐迷中。当时天
已经黑了，小女孩父母发疯般
全场找了半个多小时无果。好
在有惊无险，小女孩刚走失的
时候就被民警发现，最后警察
叔叔、阿姨把小女孩重新送到
了母亲的怀抱。

据警方介绍，4月 30日晚 8
点多钟，此时音乐节已经进入
高潮，现场音乐声轰鸣，乐迷们
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而小庄
夫妇正在着急地穿梭在人群
中，寻找自己刚刚走失的女
儿。“当时到处都是人，灯光又
暗，我和她爸爸都急死了！找
了半个多小时毫无结果，当时
真的是欲哭无泪，太绝望了！”
女孩妈妈小庄和记者说这些话
的时候，仍心有余悸。

与此同时，润州公安分局
巡特警大队队员们正在加强现
场动态巡逻，越是人多场面越
热闹的时候，越要加强巡逻频
次和力度。巡特勤队长陆军在
场中一个帐篷旁边发现了一个
情况：两个年轻的男子怀里抱
着一个大约2岁的小女孩，而小
女孩一直在不停地哭闹。

“这里面有情况！”陆军判
断，于是他马上带领队员上前
询问，其中一个男子告诉陆军，
大概五分钟前，他们正在帐篷
里玩，突然发现这个小女孩站
在帐篷外面，身边并无大人看
护，他们抱起孩子，等待家人来
寻找。陆军表明了身份后，把

小孩从这名男子手里接了过
来，随即向润州公安分局巡特
警大队副大队长王珏和市公安
局 110 指挥中心汇报走失女孩
的情况，王珏指令陆军马上把
小女孩送到安保指挥部。

这时，小女孩依然在哭闹，
而陆军的女儿也和这个小女孩
差不多大，就开始安抚小女孩
的情绪，他把身上的火腿肠拿
出来，撕开包装袋，对小女孩
说：“小姑娘，是不是找不到爸
爸妈妈了？叔叔家有个小妹
妹，和你差不多大，叔叔带你去
找妈妈好不好？”说完这些，小
女孩果然不哭了，陆军试图询
问小女孩父母叫什么和其他情
况，但发现小女孩不太会说话。

正在安保指挥部执勤的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女民警赵伟薇
闻讯后，她从陆军手里接过小
女孩抱在怀中，看到小女孩脸
上挂着的泪痕，就拿起纸巾擦
掉小女孩的眼泪。小女孩可能
在草地里摔倒过，脸上和身上
都是泥土，同样是2岁女孩妈妈
的赵伟薇细心地用纸巾沾了
水，擦净小女孩脸上的泥土，同
时用手轻轻拍打她身上的泥
土。“当时到了指挥部，小女孩
看到周围全是陌生人，本来不
哭的她又开始哭了起来。我就
和她说，‘宝宝，不要害怕，有警
察阿姨在保护你，一定会帮你
找到妈妈的！’”赵伟薇事后告
诉记者。果然，小女孩不再哭
了，赵伟薇拿出一瓶矿泉水和
面包，喂给小女孩，陆军和赵伟
薇一同在逗小女孩开心，小女
孩很快安静了下来。

就在小庄夫妇在全场数万
人里大海捞针般寻找无果后，
向场内安保民警求助。安保指
挥部已经将小女孩的情况通报

给所有民警，随后小庄在现场
民警的指引下，焦急地跑进安
保指挥部，歇斯底里地喊着：

“我的孩子呢！孩子呢？”看到
女儿在民警赵伟薇怀里，妈妈
哭得更凶了，“你跑到哪里去
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正在满场
找你吗？急死我们了！你知道
吗？”民警赵伟薇马上安慰了小
庄，告诉她孩子没事了。小庄
从赵伟薇手里接过女儿，紧紧
地抱在怀里，一刻也不敢松开。

待小庄情绪稳定后，才回
过神来，对民警赵伟薇鞠躬表
示感谢，“太感谢了！如果没有
你们，女儿找不到了，我可怎么
过？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们民警是我们全家人的大恩
人！”小庄激动地对着赵伟薇
说。

赵伟薇向记者介绍，小女
孩有 23个月大，小庄夫妇带着
女儿从镇江新区大港来音乐节
玩，就在小庄将给女儿换下的
尿不湿送进垃圾桶后，小女孩
爸爸看了会手机，也就一两分
钟的时间，小女孩就自己跑开
了。他们夫妇到处寻找无果，
眼泪不知道流了多少，精神已
近乎崩溃，所幸被场里好心人
和巡特勤队员发现，送到了指
挥部。

赵伟薇对家长的粗心大意
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赵伟薇对
小庄说，发现儿童走失后一定
要第一时间拨打 110 或者求助
现场民警，千万别自己漫无目
的地寻找，可能会错过最佳的
寻找时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
看好小孩，务必保持儿童一直
在家长目光所及范围，尤其是
大型活动场所，人流众多，一旦
走失，找寻难度非常大。

（曹伦平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 天 下
午，记者从市运管部门了解
到，一名物流公司负责人由
于一时不慎，将自己的手机
遗失在出租车上，令她没有
想到的是，出租车司机发现
后，竟然从世业洲驱车几十
公里，将手机送还，令当事人
感动不已。

据了解，王女士是我市
某物流公司老总，前天上午，
她从万达广场对面的长途汽
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到智
慧大道上的千里新村，在出
租车上，王女士接了一个朋
友的电话之后，顺手将手机
放在了座位旁。车到目的地
后，王女士也未细看，就匆忙
下车，竟将手机落在了车上。

由于下车时没拿车资票
据，更没有记住车牌号，当王
女士发现手机丢失后十分焦
急。由于她是公司负责人，
手机上有许多重要客户的信
息，不仅如此，还将对以后的

物流业务造成重大损失。
为了找回自己的手机，

王女士让身边的朋友试着给
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却无人
接听，没想到半小时后，朋友
的手机响了，正是那名的哥
打来的。原来，当时的哥正
在开车，听到后座上的手机
铃声后，发现后座边上有一
部手机，当他送完乘客后，于
是按手机最后一个来电打了
回去，一下子就联系上王女
士的朋友。

了解到王女士是一名公
司负责人后，的哥表示，他正
在世业洲，将很快回头，放弃
营运送回手机。半个小时后，
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王女士
感激不已，问这位的哥的姓
名，的哥也不愿透露，只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后来，王
女士通过出租车的车牌号才
了解到，该车是镇江大众出租
汽车公司的，驾驶员名叫黄
骏。 （潘晓燕 吕梅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
从镇江警方了解到，乐迷李先
生带着一家老小几口人来到音
乐节“嗨”歌，不料挂在身上
的一串钥匙丢失了，李先生真
是“急死了”，好在民警及时伸
出援手，通过官方微博成功找
到失主。

警方介绍，4 月 30 日下午 2
时许，一位热心的乐迷捡拾到一
串钥匙，随后交给了丹徒公安分
局城区派出所民警马金泉，此时
正值乐迷入场高峰期，民警马金
泉正在音乐节检票入口处进行安
检工作，无法脱身。他随即向音
乐节安保指挥部汇报，市公安局
新闻中心民警沈中一发现这串钥
匙还不是普通的钥匙，其中一把
是别克牌汽车的车钥匙。

“当时我想，房门钥匙配一
下或者找人开锁，倒也不麻烦，
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汽车钥匙
非常重要，一旦丢了，车子有可
能被人开走或者车内物品被人盗
走，即使重新配一把汽车钥匙，
也需要不少钱。”沈中一表示，
必须马上找到失主，但现场数万
名乐迷该怎么找呢？

沈中一马上想到，自音乐节
准备开始，他一直通过“平安镇
江”官方微博发布音乐节各类提
醒和现场动态，可以通过微博来
寻找失主。于是，他马上把这串
钥匙的主要特征拍成照片，随即
发布了一条失物招领的微博，发
动“平安镇江”官方微博粉丝的
力量共同来寻找。

果不其然，大概十几分钟
后，一名中年男子满头大汗地跑
到指挥部，进门便说：“急死我
了！钥匙丢了之后，我找了很多
地方都没找到！多亏了你们民警
帮了大忙。”正在指挥部执勤的
沈中一进一步核实后，确定来人
就是失主，就把钥匙还给了他。

经了解，失主李先生 4 月
30 日带着一家几口来到音乐节
玩，钥匙挂在裤子上，不料现
场乐迷太多，在走动的过程中
不慎被挤落在地，过了十几分
钟才发现钥匙不见了。“现场人
山 人 海 ， 真 的 不 知 道 该 怎 么
找？”李先生表示，恰好家人看
到了“平安镇江”官方微博发布
的失物招领的信息，便一路问到
了安保指挥部。（曹伦平 沈湘伟）

失业人员创业遇阻
社区帮扶实现梦想

京江晚报讯 “就在我犯
愁的时候，是宝塔路街道车站
社区给予我创业政策指导，帮
我圆了创业梦，办起了自己的
工厂。”车站社区为下岗失业
人员创业帮扶成功的典型中，
家住跑马山的郑建明就是其
中的一位。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建明
来车站社区办理“4050”社保
补贴，谈起准备创业但苦于资
金短缺，社区劳动保障协理员
主动为他出谋划策，给他宣传
了创业贷款的政策，并为他成
功获得 30 万元的贷款，使他
的工厂顺利地办了起来。谈
起办厂经历，郑建明深怀感激
地说：“没有社区的帮扶，工厂
不会这么快办起来”。

“社区结合实情，除了积
极帮扶创业，还不定期地对辖
区企业进行走访，特别是新办
企业，宣传创业优惠政策。”社
区劳动保障协理员说。

（张驰川）

有惊无险！2岁女孩三万乐迷中走失
所幸民警帮她重回母亲怀抱

公司老板打车丢手机
的哥驱车几十里送还

汽车钥匙丢失在人海中
民警巧借官方微博找到失主

马镇丹 仇亦非 曹伦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