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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第二届“京江墨韵”镇江云
台画院书画作品展在墨海神韵美术
馆开馆，参展的作品既有受邀名家的
力作，也有画院成员精心创作的作
品，百余幅作品用笔墨形式讴歌了改
革开放 40 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王呈 摄影报道

书法篆刻双年展
昨天，2018年镇江市第六届书法篆刻双年展暨首届“茅山杯”书法篆刻大赛获奖

作品展在句容先吴文化博物馆开展。此次“双年展”入展作品217件，优秀作品30件，
入展作者年龄跨度较大，而获奖者以年轻作者居多。“双年展”作为镇江市书协主办的
一个重要展事，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 石正海 王呈 摄影报道

为百岁老人过生日
昨天，金山街道京畿路社区的工

作人员带着礼物和祝福来到家住京畿
路 149 号的孙桂兰老人家，与她的家
人们一起为老人庆祝百岁寿辰。

谢道韫 文雯 摄影报道

“不久前有个老先生来医院
找我，说他欠我钱。我怎么也想
不起来他是谁，后来他告诉我，
他之前来医院看病，身上钱不够
挂号，是我借了他 5块钱，所以
一定要来还我。”市三院内一科
主任岳广说，有时患者来医院看
病钱带得不够，他都是能帮则
帮，有时帮忙交挂号费，有时帮
忙垫药钱，尽量让患者把病看
成、吃上药。

1992 年工作至今，岳广已
经记不清接触过多少患者，他时
刻提醒自己：要与患者多沟通，
要为患者多着想。

“患者康复，感觉一切辛
苦都值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立志从
医，大学填报志愿只填了医学
院。”1992 年，岳广毕业于徐州
医学院，来到市三院工作，从年
轻医生一步步成为现在的内一

科主任，其间他多次在南京、上
海等地三甲医院进修，并且连续
十余年在单位举行的各种医学
考核、竞赛中名列前三名。用他
的话说：医生是一辈子都要不断
学习的职业。

在校时，岳广学校的教材是
《内科学》第三版。而现在，他的
办公室里放着《内科学》第四版
至第八版，每一本上都有许多批
注的痕迹。他说：“内科学差不
多每五年会出一次新版，每一版
我都一定要看，其他的文献杂志
也看，但那些都有可能会出错，
教材是相对权威的。最新的第
九版我已经预定好了。”

医生是一个忙碌的职业。
在工作岗位上，岳广经常忙得
像个陀螺，遇上突发情况，他
更是随叫随到。有天晚上，岳
广休息在家，突然接到医院的
紧急电话，有一帮中老年市民
集体食物中毒了。岳广匆匆
忙忙就骑着电瓶车赶到医院，
等病人情况都稳定了才准备
回家。结果走到门口，他发现
电动车的电瓶被偷走了！没
办法，这位为患者们忙碌一整

晚的内科医生只能在深夜推
着电瓶车回家。

甲流感爆发那年，市三院成
立突发传染病医疗救治组，岳广
担任副组长，带着两个医生去了
隔离病房，与我市的甲流感病人
共同奋战，一个月后才走出隔离
区。他说：“防护服紧紧包在身
上，密不透风，每次从病房出来
都浑身湿透。跟家人也没法见
面，好在可以每天视频。后来患
者们渐渐康复，感觉一切辛苦都
值了。”

“多点沟通，会给予医生
更多理解”

有一次休息在家，岳广接到
医院电话，有个老太太点名要找
他。老太太年纪大了，表达不清
楚，医院以为她要投诉，让岳广
赶了回来。岳广一看，这是他之
前看过的一个患者。

这位老太太是来镇江走亲
戚的，患有严重高血压，听说岳
广医术好，之前特意来找他看
病。那次她身上只有十元钱，岳
广为她配了便宜的药。谁知道
那药效果很好，于是她在离开镇

江前又来找岳广。岳广说：“有
的便宜药对一些患者效果也不
错，我会根据患者情况，尽可能
帮他们减轻负担。”

岳广对患者的关心体现在
点点滴滴中。有一位糖尿病患
者，腿部严重感染，需要截肢，高
烧39℃，需要转院到南京。考虑
到病人在转院途中会发生意外
休克等情况，岳广一路陪同，将
他送到南京的医院。也有病危
的病人要转来市三院，岳广就跟
随车辆一同去接。

因为医疗技术好、医德高
尚，每年医院的患者满意度调查
中，岳广总是名列前茅。他家中
有一双龙凤胎儿女，是他幸福的
源泉。由于他总是谢绝病人送
的红包、礼物，有些病人发自内
心对他表示感谢，就会在他办公
室偷偷放下儿童的衣物、玩具，
岳广问完一圈都不知道这些小
礼物是谁送的。

岳广说：“现在的医疗环境
不像以前，医生只需要单纯地钻
研医学。但我想，只要我们不忘
初心，与患者多一点沟通，患者
也一定会给予医生更多理解。”

26年从医路，他以“仁心”赢得患者心
——记市三院内一科科主任岳广

本报记者 王露 本报通讯员 潘锋

2018我爱足球娃娃组比赛落幕
江大雏鹰队荣膺冠军

本报讯 昨天，为期三周的 2018
年“我爱足球”镇江市娃娃组足球比赛
在优盛生活广场落下帷幕。经过 50
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最终江大雏鹰队
摘得桂冠，莱恩少年菠菜队和伯纳屋
足球队分列二、三位。

据悉，本次比赛参赛运动员均为
2011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小朋友，比
赛吸引了众多足球特色幼儿园、社会
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参赛队伍达到26
支，报名运动员168名。 （记者 贺莺）

我市小棋手百灵杯夺冠
本报讯 在昨天上午刚结束的贵

州安顺市举行的全国百灵杯围棋比赛
中，我市小棋手徐海哲获得儿童B组女
子第一名，王涵获得少年女子第三名。

第九届安顺百灵杯全国少儿围棋
公开赛25号开赛，按年龄大小分为少
年组和儿童A、B、C、D、E组共6个组，
采取积分循环赛制，各组均进行12轮
比赛。 (记者 贺莺)

轻信“退款”被骗五万
民警三小时追回损失

本报讯 近日下午，扬中新坝派出
所接到报警，报警人程某称有人以淘
宝退款为由将其支付宝借呗上的5万
元骗走了。

原来，程某前几日在淘宝上购买
了一套衣服。交易结束后没多久，一
名自称是淘宝客服的人加了她的微
信,并称购买的衣服有质量问题，可以
获得全额退款。

听说不用退货就能得到全额退
款，程某同意了退款。随后她一步一
步跟着客服的操作将支付宝借呗里的
钱转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又多次转
发手机上收到的验证码给客服，希望
得到全额退款。过了一段时间，迟迟
见不到退款，程某感觉事情有些不对
劲，便报了警。

民警第一时间采取止损措施，在
三个小时内成功追回从借呗上被骗走
的 5万元。26日，程某向派出所赠送
锦旗以表谢意。

（记者 景泊 通讯员 林涵）

红色微照相馆为居民
免费拍摄怀旧革命照

本报讯 为庆祝建军 91周年，昨
天上午，润州区和平路街道一泉社区
在“泠泉党群文化艺术微家”新设的红
色微照相馆举办“纪念革命历史，拍怀
旧革命照片”主题活动，邀请原江苏省
职工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童长龄免费为居民拍摄。

在活动现场，红色微照相馆以多
种红色主题革命摄影布为背景，并配
套了多套新四军和八路军军装等供拍
照人挑选，前来拍照的居民络绎不绝。

居民朱先生说，从小就有一个当
兵的梦想，但没能实现。这次一家三
口过来穿上革命军装拍照，既弥补了
自己未能参军的遗憾，也培养了孩子
的军人情怀，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红色微照
相馆开设后，每周都有固定的开放日，
免费为居民拍摄艺术照、证件照，也为
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
台。 （陆丽佳）

放弃营运一个多小时
的哥深夜守候醉酒男

本报讯 近日深夜，一名醉酒男
子打车到了目的地时，在出租车上不
省人事。一位好心的哥帮忙联系其
家人并放弃营运耐心等待，直至其父
亲赶来。

事发26日晚上10点左右，一名喝
酒的 30多岁男子在长江路某酒吧门
口上了成师傅的车，上车后就呼呼大
睡，一直到目的地都不省人事。成师
傅怎么喊他都喊不醒，这名男子的手
机和包就散落在座位上。手机有密
码，包里也找不到联系人，成师傅只好
拨打 110。警察来了，才联系上了醉
酒男子的父亲。

成师傅放弃营运，等待了一个多
小时才等到醉酒男子的父亲前来。这
位父亲对成师傅连声道谢：“对不起
啦，谢谢你！太谢谢你了！”成师傅说：

“应该的，这是我们出租人应该做的。”
（景泊 刘金梅 潘晓燕)

25日8时45分,市气象台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我
市最高气温将升至 37℃以上！
这则预警信息里还提供了“防
御指南”，如“尽量减少户外活
动”“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
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
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就在这则高温预警发布
前2个小时，市人民警察训练学
校（以下简称“镇江警校”）的操
场上，80多名民警已经开始了

一天的训练。
“尽管天很热，但越热越要

练！‘夏练三伏’不是光是喊在
嘴上的，更要落实到实践中。”
晨练前，省公安厅高级教官、镇
江警校实战训练大队大队长袁
南鹏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

3公里跑，30个一组的俯卧
撑 做 5 组（女 警 则 是 仰 卧 起
坐）……尽管早上的气温不到
35℃，但近2个小时的晨练下来，
足以让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

这只是前天早上的训练掠
影，他们将在这 里 培 训 20 多
天。徒手控制、长警棍与盾牌
的组合使用、上铐与带离的要
点、手枪射击的练习和实弹考
核、群体性暴力犯罪的处置……

训练科目贴近警务实战，使得
基层民警在打击违法犯罪的执
法活动中更有信心。“每一天都
是煎熬，每一天也都是一次蜕
变，气温之高，训练强度之大，
更锻炼我们在恶劣天气和重压
环境之下的执法耐力和水平。”
培训学员、京口交警大队民警
王琦告诉记者，作训服基本上
是早中晚各换一套，一个科目
下来，警服就被汗湿了，接着被
晒干，析出许多盐斑。

“违法犯罪分子不会看天
气，同样我们也要做好应对各种
环境下突发事件的准备。”袁南
鹏介绍，今年新增加了群体性暴
力违法犯罪行为处置的训练科
目，进入夏季，喝啤酒吃夜宵成

为许多人纳凉的方式，从基层派
出所接处警情况来看，夏季酗酒
后打架斗殴等暴力性违法犯罪
行为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多。

记者在训练现场看到，4名
酗酒男子手持“凶器”威胁围观
群众，40名民警组成方阵，前排
民警手持盾牌，后排民警手持
长警棍，利用盾牌的掩护逐步
推进，将 4名“歹徒”分割包围，
并迅速上铐带离现场。

“此次培训紧紧围绕警务实
战，让执法一线民警有信心有能
力打赢每一场与违法犯罪分子
的斗争。这样高强度的警体技
能训练也是为了让民警在实战
中少流血，让群众多一分安全
感。”镇江警校副校长薛发喜说。

越热越练！民警三伏天训练正酣
本报记者 景泊 本报通讯员 曹伦平 刘明

变“巡河”为“护河”

社区和志愿者
用心守护一湾碧水

本报讯 前天午后，烈日当头。金
山街道西津古渡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
志愿者放弃周末休息，顶着炎炎烈日
前往金山湖流域，开始了持续一年多
一直坚持的巡河工作。

自河长制实施以来，经过不懈努
力，在金山湖畔随意垂钓的现象得到
遏制。但仍有少数垂钓者在垂钓过程
中随地乱扔垃圾、破坏河岸环境的不
文明现象。西津古渡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积极对垂钓者进行劝导，积极
呼吁垂钓者为共同营造良好的流域环
境生态尽自己的一份力。

西津古渡社区党总支书记史梅玲
告诉记者，自今年建立辖区内流域巡视
制度以来，社区不断加大对辖区内水道
流域的巡查力度和频次，定期巡视运粮
河国控断面，确保水质稳定，整治效果
初现。与此同时，社区也注意到河岸周
围倾倒垃圾问题未得到有效改善。一
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把该问题
上报街道寻求帮助；另一方面主动作
为，主动转变思想，变“巡河”为“护
河”。同时也倡议大家能够从自身做
起，共同保护金山湖。”（记者 胡冰心）

美丽镇江人

“京江墨韵”书画作品展

践行核心价值观

全民共建文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