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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大专院校学生
返校出行有保障

列车上的救治
■ 记者

宋莹莹

通讯员

李卫兵

施玲玲

■ 记者

王敏

“在我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我在唐医生手臂上咬下深深的牙印，对于你们的帮助我无以为报，只能呈上最平凡的两个字——
—
‘谢谢’。 ”近日，涟水县中医院检验科主管医师唐新慧收到了一个长一米、截面为三角形的包裹，拆开后发现是一封偌大的感谢信
和一面印有“大爱无边、恩情似天”字样的锦旗。 看到署名是陕西省宝鸡市的肖春枝，唐新慧明白了，这位她在列车上救治的患者，
还是给她寄来了感谢信。

1
“这次到新疆旅游是为了圆我
80 岁老母亲的一个心愿。” 47 岁的
唐新慧告诉记者， 她的父母 1964 年
从淮师毕业后支边， 她本人也出生
在美丽的新疆， 返乡 36 年来， 老母
亲经常念叨那边的人和事。 她趁女
儿高考结束， 带着母亲与女儿一起
回趟新疆， 帮母亲了一桩心愿。
8 月 10 日 上 午 9 点 在 返 回 途
中， 在乌鲁木齐至济南的 Z106 次
列车 6 号车厢里， 唐新慧陪母亲站
在窗边看风景， 突然， 列车上响起

2
在唐新慧的指导下， 患者含服
“速效救心丸”但无明显效果，心急如
焚的唐新慧迅速解开患者衣领，疏散
围观人群，测脉速，进行深呼吸指导
并致电所在医院专家请求支招。略显
好转的肖春枝在唐新慧陪去洗手间
时又瘫坐在地上，唐新慧和列车员连
忙把她架到旁边床铺上。此时肖春枝
已经不说话，头往下垂。
唐新慧扶着肖春枝靠在自己的
右肩膀上， 让列车员捧住肖春枝的

3

寻医广播
了寻找医护人员的紧急广播： “10
号车厢有一位旅客突发疾病， 请列
车上是医护人员的旅客帮忙救治。”
唐新慧告诉记者， 起初她并没有在
意， 播到第三遍时她才听清楚。 凭
着医者的敏感， 唐新慧想， 一定有
急症患者。 “我过去看看。” 安置好
母亲后， 她径直向 10 号车厢匆匆跑
去。
拨开围观人群， 她看到一名 50
岁左右的中年女乘客依靠在下铺墙
上， 面色灰白， 呼吸困难， 表情十

分痛苦。 “你是医生吗？” 病人家属
看见她， 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医院检验科上班， 来看看能否
帮上忙。” 唐新慧从手足无措的家属
口中得知， 患者名叫肖春枝， 两年
前做过心脏支架手术， 此前去新疆
探亲游玩了 1 个月， 因高原反应和
劳累导致身体不适。 由于列车上没
有医疗设备和药物， 也没有其他专
业的医护人员， 唐新慧说明只是检
验师的身份后， 表示会尽一名医者
的最大努力。

两排牙印
头，抬高下巴，保证呼吸顺畅，并第二
次让其含服“速效救心丸”。 就在这
时，肖春枝烦躁起来，汗珠从脸上往
下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忽然在
唐新慧左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两排
牙印深深地“烙”在唐新慧的臂膀上，
一阵钻心的痛。肖春枝松口后头又垂
下， 嘴里嘟哝着：“这回过不去了，感
觉要死了。 ”唐新慧在她耳边不停地
说：“不要灰心，相信自己，一定能挺
过去！ ”

“能不能手指放血？ ”不知谁的一
句话提醒了唐新慧，她自己生病时曾
经亲身经历过“十宣穴放血疗法”。
“试试看！”她当即让列车员找来针和
酒精，在肖春枝两手的食指、中指、无
名指上各戳一针，“因血管压力大，根
本不用挤，血就往外冒。”唐新慧告诉
记者，当时她两手都沾上了血。 刚洗
完手返回，列车员兴奋地迎上来：“缓
过来了！”看到患者渐渐清醒，唐新慧
以及众人紧绷的神经终于舒缓下来。

深厚情谊

唐新慧一路安抚一路陪伴患
者直至兰州站，虚弱的肖春枝甚至
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声谢谢。 在下车
时，肖春枝家属一再追问唐新慧是
哪里人：“留个号码，好让你知道她
以后身体怎么样。 ”拗不过患者亲
属，唐新慧留下了电话号码。
8 月 17 日晚 10 点多钟， 唐新
慧手机铃声响了，拿起一看，号码
是陕西的。“阿姨，我是肖春枝的女
儿……” 唐新慧从电话中得知，肖
春枝还在住院做心电监护，说话不
方便， 但一再催女儿打电话给她，
索要地址说要寄土特产过来表示
感谢，唐新慧还是婉拒了孩子的心
意，没有告诉她详细地址。 直至一
周后，康复的肖春枝自己打电话给
唐新慧表达了感恩之情。“从电话
里听出她很激动， 担心她的身体，
只好把地址给她，没想到她很快寄
来了锦旗和感谢信。 ”唐新慧说。
在唐新慧与肖春枝的微信聊
天记录里，记者看到，肖春枝多次
提出要感谢唐新慧，但还是被她婉
拒。 在微信中，肖春枝告诉唐新慧：
“请站在我的角度想一下， 我心里
过意不去。 ”而唐新慧告诉她：“能
帮到你，也是咱们有缘。 ”

龙虾产业带动盱眙百名帮教对象就业
■记

者
通讯 员

杜勇清
盛 杰

苏

坡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盱眙县司法
行政部门获悉， 该县利用龙虾产业优
势， 依托当地学校打造技能培训基地，
近三年来累计带动 120 名安置帮教对
象投身龙虾养殖、烹饪及销售行业。
协会搭桥， 合力帮扶。 该县于

2014 年在全市率先成立安置帮教协
会基础上，吸纳政府相关部门、县大
型企业、知名企业家、热心志愿者加
入，根据人社部门反馈的市场人才需
求， 将龙虾烹饪培训作为安置帮教
“拳头产品”，采取县劳动就业服务中
心推荐就业、企业会员吸纳就业等办
法，帮助安置帮教对象实现就业。
信息共享，精准帮扶。 该县围绕
龙虾产业链做文章，由司法行政部门

与劳动就业部门签订就业服务信息
共享协议， 建立就业信息通报制度，
有针对性地开设龙虾养殖、 烹饪、饲
料生产等培训课程，同时在该县全国
—江苏金
最大龙虾饲料生产企业——
康达集团设立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
在上百家龙虾饭店设立就业推荐点，
实现了“培训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
企业走”， 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快速就
业、高薪就业。

技能培训，专业帮扶。 为让安置帮
教对象主动参加培训，该县对首次接受
安置帮教的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对有参
训意向的人员进行登记，并对其开设技
能培训班，参训人员在获得技能鉴定证
书后，迅速安排就业。 此举目前已吸引
周边县区前来学习取经。来自该县一份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该县 120 名依托龙
虾产业实现就业的安置帮教对象中，最
高月工资高达 8000 元。

彭智

通讯员

蒋永顺

葛敏

本 报 讯 近期，各大专院校陆续开学，为进一步做
好暑期大专院校学生运输工作，保证广大学生能及时购
票返校，市交通运管部门提前做好相关工作。
据了解， 市区各汽车客运站 8 月 18 日起即已将客
票预售期延长至 9 月 10 日，同时投入营运车辆 403 台，
共计 1.7 万余座，确保了运力充足，同时还将根据学生流
情况，计划适时开通专线车，截至 8 月 29 日，已加班 57
班，加班方向主要为南京、南通、徐州、连云港等大中专
院校集中城市。 广大旅客也可通过支付宝、网银以及在
全省范围内推广使用的“巴士管家”进行购票。 同时，我
市客运企业将与苏南公司紧密联系，落实对方车辆回程
配载，提高车辆利用率。
市运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保障学生出
行，运管部门将积极做好市场监管工作。 继续实行 24 小
时值班制度， 运政执法人员按计划检查运输市场秩序，
运输企业将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和企业
动态监控制度。 协调城区运输保障工作。 组织好火车站、
汽车站等旅客集中地的公交调度工作，督促出租汽车企
业及其司机注重服务态度和质量，保证车辆卫生、整洁，
杜绝“挑客”、“甩客”、“拼客”等违规行为，做到文明服
务、规范经营，树立良好的城市窗口形象。

420 省道
前期工作推进顺利
■ 通讯 员

谢媛媛

孙铁成

本 报 讯 日前，省发改委联合省交通运输厅在南京
召开了 420 省道金湖段初步设计审查会。 目前，金湖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省发改委批复，初步设计通过
省发改委审查、正在进行修改完善；洪泽段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已获省发改委批复，正在开展初步设计编制工
作。
项目总体呈东西走向，起于金湖县前锋镇镇区北侧
的老 331 省道， 向西延伸进入洪泽县境内， 止于与 330
省道交叉处。 路线全长 38.3 公里，其中金湖段长 19.2 公
里、洪泽段长 19.1 公里，总投资约 13 亿元。 全线均采用
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路基宽 26 米， 设计速度为
100 公里 / 小时，其余技术指标执行交通部颁布的《公路
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有关规定。 该项目的建
设对完善区域干线路网结构，加强宝应、金湖、洪泽乡镇
之间的交通联系，服务沿线旅游资源开发、提高防洪救
灾能力，促进沿线区域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