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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政府批准，西府街改造
工程即将进行。为确保道路安
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五条和第三十九条规定，
决定对双井路部分路段实行临
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管制延长时间
2018 年 7 月 7 日 零 时 至

2018年12月10日24时。
二、管制范围
西府街（斜桥街路口—双井

路路口）。
三、管制措施

（一）管制路段实行全封闭
施工，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
行。

（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道
路施工之规定，设置交通标志，
强化现场管理。

（三）请车辆及行人行经上
述路段时，自觉遵守本通告的相
关规定，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
员的指挥，违者，将按照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特此通告。
镇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7月3日

关于对西府街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镇公交【2018】100号

京江晚报讯 揪心！一名五
岁女孩被芒果干卡住喉咙，出现
呼吸困难。万分危急之际，女孩
父母紧急向路面执勤的丹徒交警
大队民警求助。昨天，笔者从警
方获悉，危难时刻，执勤交警时间
当即驾驶警车以最快速度，将女
孩送至医院抢救并成功脱险。

7 月 1 日下午 6 点多，丹徒交
警大队民警时间正在辖区金谷路
与312国道（丹徒魏玛假日小区东
门路口）岗点执勤。这时一对年
轻夫妻急匆匆跑来求助：“警察同
志，请你帮忙救救我孩子！”

两人告诉时间，当天一家三

口驾车去市区玩，小孩坐在安全
座椅上吃芒果干。就一会儿工
夫，女孩母亲突然发现孩子出现
呼吸困难、直翻白眼的症状。女
孩父母吓蒙了，根据症状分析，女
孩可能是被芒果干卡住了！

面对危在旦夕的女孩和万分
心急的女孩父母，时间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立即
开着警车，载上一家人一路疾驰，
直奔市一院。

由于当时正处交通高峰期，
路上车辆非常多。时间凭借娴熟
的车技，一边拉响警笛，一边喊话
前方车辆让行。警车风驰电掣，

平时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时间
仅用了10分钟就将女孩送到了医
院。而这为医院的抢救赢得了宝
贵的时间。

送到医院后，孩子的父母抱
着孩子直奔急诊室，时间一路上
都在喊：“急救医生，快点，孩子被
异物卡住了！”并协助家长将幼儿
送到急诊室。医护人员当即展开
紧急救治，万幸的是，异物已被小
女孩吞咽下去，女孩已无大碍。

看到女孩获救，时间紧绷着
的神经才稍稍松弛。离别前，女
孩的父母对交警时间的帮助连声
道谢。 （张进 於荣荣 万凌云）

女孩被芒果干卡住，警车疾驰送医

京江晚报讯 上周日，沈阿
姨和老伴一块儿，来到市中医院
在梦溪广场设立的义诊现场。二
人刚一到就“兵分两路”，各自就
颈椎病、脾胃病、骨伤疾病向专家
咨询，除了实现“一站式多科就
诊”，沈阿姨还现场接受了耳穴埋
籽疗法，领略中医特色疗法的魅
力。这样的活动，是市中医院开
展党建创新活动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该院以党建为抓手，打造党
政业务融合发展的党建“七彩名
片”，通过发挥党员的示范先锋作
用，辐射带动医院各方面发展，最
终更好地服务患者。

每年体检后，不少市民自行
解读体检报告，看不懂的就上网
查询，很少再找医生解读，这样极
可能忽视体检结果中的“预警信
号”，从而延误病情。为了抓好这
个健康管理流程中极其重要，也
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市中
医院在完成体检报告后，会从多
个医疗科室抽调一批业务精良的
医生和护士，走出医院，针对体检

报告为体检者提供一对一的详细
解读，如发现身体指标异常，需要
进一步检查或治疗，专家还会为
患者提供“检后方案”。

“体检售后服务”送上门、特殊
患者家庭随访、中药快递、中药及
时取等服务，这些都是市中医院近
年来推出的特色服务，也是党建

“七彩名片”中以“温暖贴心”为关
键词的橙色部分内容。

市中医院着力打造的“七彩
名片”中，每一种颜色都有其独特
意义：比如红色代表不忘初心，该
院以“助您健康·红细胞志愿服务
行动”为龙头，持续开展“中医八
进”巡诊巡讲活动，叫响“中医药
就在你身边”品牌。近一年多来，
先后派出 19 个专科的医护专家
312人次走进 8个镇村、12个街道
30个社区、21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校园、景区，并走进8户残障、困
难家庭，开展巡诊巡讲活动 48场
次，直接受益近2万人次。

此外，黄色代表问题导向，党
委班子主动出击，对医疗安全、医

德医风等涉及医院的方方面面开
展巡查，先后查摆问题计 24项 72
条，问题整改率100%；绿色代表培
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将“家文
化”融入医院文化建设；青色代表
着眼未来，突出以医疗为主体、以
治未病和康复为两翼的“一体两
翼”发展思路，确立建设中医药航
空母舰的战略构想；蓝色代表宁
静致远，在行政后勤支部试行“负
积分考核”法，定期开列“负面清
单”激发党员自我约束和管理能
力；代表结果导向的紫色，则通过
调研成果评比和管理创新奖评
比，摸实情、出实招、求实效，整合
资源，全方位构建“中医中意”服
务体系。

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苗培表
示，党政业务融合发展，打造党建

“七彩名片”，就是要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带头作用，从细节入手，
将服务落地、落实到患者进入医
院后的每一个环节，在全院形成
良好氛围，实现医疗质量和服务
水平的同步提升。（汤建明 杨泠）

京江晚报讯 7 月 1 日
晚，丹阳市发生一起意外事
件，一名女子坠入一幢住宅
楼六七米深的通风井，不省
人事。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
警后，赶到现场将这名女子
救出。昨天，消防部门有关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了救援
经过。

当晚 7 点 28 分，丹阳市
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
丹阳市某住宅区 8 号楼有人
坠井，中心随即调集辖区云
阳消防中队两车 10人赶赴现
场。

云阳消防中队消防员到
达现场后发现，一名女子坠
落通风井，躺在井底，不省人
事。中队指挥员立即安排多
人前往地下车库，寻找与通
风井相连的通道，并让两名

有救援经验的队员下到通风
井底部，照料该女子并搜寻
出口。

经过多方查找确认该通
风井的通风口后，消防队员
对通风口进行破拆。经过一
个小时的努力，消防队员将
通风口打开，随即进入通道
内，将这名女子救出，并将她
移交给急救人员。该女子随
即被送往医院救治。

记者得知，这名女子今
年 25 岁左右，被消防队员救
出时还有生命体征。

事后，消防队员询问现
场报警人得知，该女子为室
内设计师，当时正在丈量房
屋，不慎跌落至通风井内。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
一步调查中。

（陈钧炜 张家祥 张驰川）

京江晚报讯 昨 天 早
晨，记者接到多人报料，称
312 国道丹阳境内发生两辆
大货车相撞事故，现场很是
惨烈。记者随即联系丹阳交
警大队，得知尽管事故现场
一片狼藉，但万幸的是，一名
撞击后被困车内的驾驶人仅
受轻伤。

警方介绍，撞击事故发
生在昨天凌晨零点左右，地

点在 312 国道与丹阳市丹延
线十字交叉路口。两辆大货
车猛烈撞击后，一辆货车车
头严重变形，几乎与车身分
离，且车上货物散落在地。

警方告诉记者，撞击后
一人卡在车内，经过消防部
门的施救，受困驾驶人成功
获救，经检查只是轻微擦伤。

目前，该事故还在调查
之中。 （许建彪 朱美娜）

京江晚报讯 因污水排水管
道“损坏”，小区入口处100平方米
路面污损严重，影响居民安全出
行……接报后，市政设施管理处、
市排水管理处联动紧急处置，重
新铺设完污水管道后，各工种紧
密配合，两小时恢复了路面。记
者昨天从市城管部门了解到，日
前，我市开展道路抢险（修）演练，
考验提升相关部门、工种、工序的
应急反应及有效处险能力。

“二道巷丰盛山庄南门附近
路面污水漫溢，道路出现破损。”
日前，道路抢险（修）演练总指挥
发出指令后，各工作组迅速启动
应急响应机制。

市排水部门赶往现场查勘后
发现，道路污损原因是污水排水
管道损坏。在修复并更换了污水
管道后，市政设施管理处施工人
员带着机械、材料进场。清理路
面破损处，使用沥青摊铺路面，两
小时后道路恢复畅通，消除了安
全隐患。

据介绍，近期雷阵雨天气多
发，给道路维修带来很多不确定
的因素。市政设施管理处每天派
员进行道路巡查，对坑塘比较严
重的路段使用沥青冷补料进行道

路维修，同时做好巡查记录。一
旦天气具备施工条件，立即对破
损道路进行整体维修。

（佘天恒 翟进）

中医院打造党建“七彩名片”
促进医疗质量、服务水平双提升

设计师夜间量房屋
不慎掉入通风井内

两辆大货车猛撞
所幸驾驶人轻伤

小区门口路面污损 应急“快修”完毕
我市开展道路抢险（修）演练

佘天恒 谢道韫 摄

眭海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