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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涟水娃获
全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成长路上
——
—金湖县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侧记
■记

者
通讯 员

左文东
郑泽 星

的微心愿虽然简单，但对孩子来说就
是心中的梦想，而他们的父母大都在
外打工，或许实现这样的梦想要一年
或者更久， 为了完成他们的微心愿，
金湖县通过民政、团委、妇联、计生等
多部门联合为他们实现这样的梦想。
金湖县民政局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就
是在市民政局、市救助管理站的帮助
下， 完成了孩子们一次旅行的微心
愿。
“关爱留守儿童，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将通过多维化的关爱让留守儿
童在成长路上不孤单，为他们撑起健
康、快乐成长的天空”。
金湖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科负责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

杨焕新

点亮他们微心愿、爱心哥姐伴成
长、 力量汇聚筑希望……近年来，金
湖县不断探索创新关爱留守儿童的
工作方式，汇聚社会各方力量，给留
守儿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提供更
多的帮助，给他们更多的爱，让留守
儿童不孤单，成长路上天更蓝。

小小心愿我们帮
“今天我们玩的很开心， 既学到
了知识又品尝了淮扬美食，还收到了
学习大礼包”。 8 月 10 日，由淮安市民
政局、淮安市救助管理站、金湖县民
政局和戴楼镇民政办、计生办共同组
织开展的“同在一片蓝天下、心手相
牵助成长”关爱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
来到淮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周恩
来故居、市规划展示馆、中国淮扬菜
文化博物馆，孩子们在学、吃、玩、娱
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近年来， 金湖县在每年的“六
一”、 春节都会收集各学校留守儿童
的微心愿，一个书包、一次旅行、一个
可以和父母通电话的手表……他们

成长路上不孤单
7 月 4 日下午，以“助梦青春·益
起来”——
—关注、 关爱为主题的爱心
哥哥、爱心姐姐牵手留守儿童见面会
在戴楼中心小学举行，来自该镇的 10
名爱心哥哥、 爱心姐姐和 10 名留守
儿童结对，给留守儿童送来了关爱和
帮扶。
而在金湖县有很多的爱心哥哥、

爱心姐姐、党员爸爸、党员妈妈，他们
与留守儿童结对，每人每月至少与结
对儿童进行一次面对面交流，辅导其
一次作业， 帮助其与家长通一次电
话。 同时积极了解结对儿童在生活学
习中的表现，便于有针对性的开展帮
扶工作。
“我 县 目 前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1336
人，学龄前留守儿童 156 人、学前教
育阶段留守儿童 233 人、义务教育阶
段留守儿童 744 人”。 金湖县民政局
社会事务科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
1336 名留守儿童就有 1336 名爱心哥
姐、党员爸妈，就有 1336 张爱心联系
卡， 有部分留守儿童家庭十分的困
难，爱心哥姐在看望他们的时候还对
正在上学的儿童送上书包等学习用
品、和新学期的学费，让家境困难的
留守儿童更多的感受到关爱和温暖。

力量汇聚爱相随
“1927 年 8 月 1 日，江西南昌，由
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1 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而今年的 8
月 1 日就是建军 90 周年的纪念日”。

■ 记者

8 月 1 日，官塘村校外辅导站，官塘小
学的老师正在为孩子讲述“八一”南
昌起义的故事。 这是金湖县校外辅导
站活动的一个镜头。
金湖县有 118 个村，每个村都建
有校外辅导站，校外辅导站由镇关工
委牵头，由本地的老师、大学生村官
等作为辅导老师， 无偿为他们讲课。
而关爱留守儿童金湖县还汇聚了民
政局、综治办、法院、检察院、教育局、
公 安 局、财 政 局 、 卫 生 计 生 委 、 团 县
委、县妇联等多种力量，形成了一股
强大的力量，共同撑起关爱留守儿童
成长的天空。
今年，金湖县根据省、市要求，在
全县联合开展以“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为主题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专项行动。 这次专项行动主要有八项
任务：落实家庭监护责任、落实强制
报告责任、落实临时监护责任、落实
控辍保学责任、 落实户口登记责任、
落实评估帮扶责任、落实预警排查和
信息报送责任、依法打击遗弃行为。
同在一片蓝天下, 手心相牵助成
长。 让我们的爱汇聚成一股股暖流，
使留守的花朵在阳光下绽放。

刘华

左文东

通讯 员

魏志东

本 报 讯 日前，第十八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
在浙江嘉善落下帷幕。 代表江苏参赛的涟水县陈师中心
小学张新宇同学，凭借着高超的技能、灵活的应变能力
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在来自全国各地的 25 支机器人灭
火项目代表队中脱颖而出， 荣获小学组灭火比赛一等
奖。 这个成绩的取得，实现了苏北地区小学生机器人灭
火项目在全国大赛上奖牌零的突破。
在现场比赛中，张新宇同学根据场地情况，自行编
排程序，通过传感控制等方式，用了很短的时间让机器
人到达放置蜡烛的区域，并将蜡烛吹灭。 赛后，张新宇同
学深有感触地说，程序好写，但现场的应变能力是非常
考验人的，包括角度、光值、机速都需要进行反反复复研
究，制定方案和调试，才能让机器人达到最好的状况。
“好在张新宇同学经受住了考验， 并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 ”涟水县陈师中心小学机器人项目开发者刘华老
师说， 机器人灭火比赛过程仅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用
来灭火的机器人体积也不超过 31 立方厘米， 但其中包
含了很高的科技含量。 机器人装备了数据处理芯片、行
走、灭火装置以及火焰探测器、光敏探测器、声音探测
器、红外探测器和超声波探测器等各种仪器，这些设备
使机器人好像长了脑袋、眼睛、耳朵和手脚，从而能够根
据场地的不同情况，智能性地完成避障、寻火、灭火等任务。
张新宇同学的指导老师李斌在这次活动中，也获得
了同等级别的奖项。 对自己辅导出的弟子取得这么好的
成绩，他很是高兴，言语中透露出自豪和喜悦：“别看张
新宇同学今年才 11 岁， 学习机器人也不过 3 个多月的
时间， 却获得过江苏省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比赛冠军，
为集体拿过省团体二等奖。 正是这些荣誉，他才有资格
代表江苏参加国赛。 通过一路拼搏，沉着应战，稳定发
挥，独自一人完成比赛，并拿回国赛一等奖，对于一个五
年级的孩子来说，还是很厉害的！ ”
据了解，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是由教育部指
导、中央电化教育馆主办的一项旨在促进中国基础教育
信息化建设、展示中小学生信息技术实践成果的重要赛
事。 自 2000 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十七届。
本届活动规模盛大，设评选项目、创客项目、竞赛项
目三个大项，共收到评选项目、创客作品 18113 件，440
支队伍参加了 19 个竞赛项目角逐。

我市幼儿科技搭建大赛
决赛举行
■ 记者
昨日， 金湖县陈桥镇
现代农业葡萄基地，50 多
亩生态葡萄成熟上市，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观
光。 据采摘园果农介绍，今
年的葡萄价格好于往年，
预计每亩葡萄收入达到 1
万元以上。
■ 通讯 员 陈义宝

杨尚

通讯员

臧沿军

记者从市深化医改暨建设现代
医疗卫生体系工作领导小组获悉，按
照深化综合医改重点工作任务，今年
我市将持续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全面完成综合医改试点阶段性目标
任务。
为基 层 机构 提 供 20% 专家 门 诊 号源

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和机制，优化
配置医疗资源， 为分级诊疗奠定基
础，鼓励发展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
专科医疗机构，完善接续性医疗服务
体系。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团队签
约为重点，落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病分级诊疗技术方案，推动基层首
诊。 积极推进胸痛、卒中、创伤、孕产
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等五大救治中
心建设，形成重大疾病分级诊疗体系

和机制。 完善分级诊疗运行机制，健
全双向转诊协议和程序，重点畅通向
下转诊渠道。 逐步扩大二、三级医院
日间手术病种，探索建立急慢分治模
式。 以信息化为支撑，落实上级医院
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团
队提供 20%以上的专家、专科门诊号
源，保证基层转诊预约。 完善价格、医
保支付、人事分配、费用控制等分级
诊疗配套政策措施。
促进 医 联 体有 序 健 康发 展

落实《淮安市医联体（医疗集团）
建设工作方案》， 强化政府对区域内
医联体的规划指导，推进医疗资源纵
向整合。 按照市级统筹、属地管理、县
乡村一体的原则，推动市域、市区、县
域、逐级、分片组建纵向医联体，二三
级公立医院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
用。 探索以利益为纽带的紧密型医联
体发展模式，形成责、权、利明晰的区

域协同服务模式。 推进区域医疗资
源共享， 以医联体龙头医院为核心，
以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为手段，
促进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鼓励医联
体核心医院骨干医师到基层等医疗
机构开设工作室， 且不受医师多点
执业政策限制。
深入 推 进 家庭 医 生 签约 服 务

明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费政
策。 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库，
推进签约医生服务联盟， 吸引医疗
专家和各类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加入，
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各地出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意
见， 以重点人群个性化签约服务为
重点， 扩大试点范围， 规范服务内
容和收费行为， 提升服务效果。 按
照市统一部署， 扎实推进“家庭医
生工作站” 建设， 年内完成家庭医
生工作站的建设任务， 并实际运行。

通讯员

侯润天

本 报 讯 8 月 12 日下午， “
英特吉杯” 2017 年幼
儿科技搭建大赛决赛举行。 入围决赛的 30 支队伍开展
激烈角逐。
作为面向学龄前儿童， 针对幼儿科技素质培养的
首次赛事活动， 大赛得到了全市各幼儿园及适龄儿童
的积极响应。 在预赛阶段， 总计有 216 支队伍、 987 名
学生参加比赛， 网络有效投票 372416 张， 网站总浏览
量 104 万次， 形成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力。 近年来， 市
科协联合市教育局、 市妇联等全民科学素质成员单位
面向全市青少年群体， 积极开展各种科技创新竞赛活
动， 有力地提升了我市青少年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
本次幼儿科技搭建大赛是市科协着力创建的一个崭新
的幼儿科技创新活动品牌。

我市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 记者

何渊

公路施工公告
医师 晋 升高 级 职 称需 下 基 层服 务

深化对口支援制度， 三级公 立
医院、县级医院有计划派出技术骨干
在基层担任业务副院长或科室负责
人。 医师晋升高级职称前，需下基层
服务锻炼。 按照省、市部属，积极实施
基层卫生十强县（区）建设。
开展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
院和优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创建活动， 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 行动计划，
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综合
服务区 （中医馆、 国医堂）， 新建成
省示范乡镇卫生院 9 个、 省示范村
卫生室 39 个。 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
设， 做好基层卫生骨干人才考核，
继续组织实施 5000 名基层医学人才
培养工程， 各县区完成要求的招录
培养任务， 组织乡镇基层医师和乡
村医生到上级医院务实进修。

因公路施工需要， 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止 ， 对 县 道 涟 方 线（X105）
43K+750M(薛集街中心路)～55K+650M(唐集唐丰
路)、 黄五线 （X302）0K+000M (黄圩南禄交界)～
6K+950M(五港三里桥)段实行中断交通，请经过以
上路段的车辆和行人按照现场设置的标志绕道行
驶。
特此公告
涟水 县 公 安局 交 通 警察 大 队
涟水 县 路政大 队
2017 年 8 月 10 日

百姓心中的好特警
■ 通讯 员

周培雷

唐海军，1975 年 12 月出生， 涟水人，
毕业于解放军体育学院步兵指挥系专业，
2006 年 11 月转业至涟水县公安局， 现任
涟水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中队长。 参加警
队之前，唐海军是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特种侦察作战兵，曾赴爱沙尼亚参加
国际侦察兵比武， 并取得优胜者奖杯，荣
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加入警队后，
多次荣获市公安局、 县公安局先进个人。
进入巡特警大队后， 唐海军又重操旧业，
人称“魔鬼教练”。 一身彪悍的肌肉、一副
英朗的身板、一门响亮的嗓音，可见其长
年累月的坚持。

看得出
唐海军是部队的转业干部，曾在广州

军区特种部队服役，军事素质过硬，组织
指挥能力强。 作为巡特警大队的训练教
官， 唐海军负责整个大队的训练工作，从
综合体能、格斗术、制暴术到枪械的配备
问题，事无巨细，一一落实到位。 他常说：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训练场上，他
将所学战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队员，言传
身教，无论是一周两次的武装越野，还是
负重长跑，队员们叫苦不迭的运动在他眼
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为了培养团队的合作
与默契，他常常致力于探索各种形式的活
动来增加队员间的互动性，篮球赛、足球
赛等。 针对于 80 后、90 后以及能力参差
不齐的队员， 他的训练方法又因人而异。
相应的，从这些新队员身上，唐海军也感
受到了久违的活力与激情。 新鲜血液的注
入，使得巡特警大队又焕发了新一轮的光
彩。 无论是备课授课、组织训练，还是带队
参赛、临时受命，只要是组织上安排下来

的工作，唐海军均能欣然接受，高质量地
完成，让人放心。 他说过“任何一项工作，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现在是你们的教
官，以后你们就是新人的教官。 ”唐海军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为训练一支
政治过硬、纪律严明、快速反应、业务精湛
的应急处突队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拿得出
唐海军作为中队负责人， 中队共有
队员 55 人， 唐海军每 天 对 他们 进 行 体
能、 散打、 防暴等训练， 使每位队员都
掌握过硬的本领， 需要时能够拿得出来。
2017 年 3 月， 涟水县某乡发生一起案件，
唐海军带领小组人员赶到了事发现场，
队员们穿着统一的防暴服、 喊着响亮的
口号、 踏着整齐的步伐呈纵队跑步进入
戒严区域。 这次漂亮的成功处置赢得了围
观群众的称赞，也反映出唐海军带队平时

艰苦训练、 不断提升民警的军事素质，为
维护全县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强
大的作用。

站得出
在多次的打击违法犯罪行动中， 唐
海军总是奔走在抓捕的第一线， 面临各
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他带领着队员像尖
刀一样， 给予严厉打击。 2013 年 11 月下
旬， 蒋庵办事处陈卜村接连报警， 一周
之内有十几条狗被偷。 11 月 28 日， 有
“飞毛腿” 之称的唐海军和巡防队员开着
巡逻车到陈卜村巡逻， 刚到村口， 迎面
跑过来一名村民说： “刚才有人偷狗，
此人戴头盔， 背黑包， 手里拿着驽， 小
偷还威胁说如果谁过来就杀死谁， 没人
敢近身， 小偷现在向东北方向逃去了。”
唐海军听完村民汇报后， 迅速开着巡逻
车向东北方向追去， 追到大约一里多路，

发现一人手拿头盔， 肩上背黑包， 和村
民描述的很像。 此人见警车迅速向麦田
跑去。 唐海军跳下车， 立即向盗窃嫌疑
人追去。 盗窃嫌疑人见机， 将头盔和黑
包都丢了， 拼命地向前奔去， 唐海军作
为曾经参加爱尔兰突击的特战精英， 紧
追不放， 追了四里多路， 盗窃嫌疑人精
疲力竭， 瘫倒在地， 大口地喘着粗气说：
“我服你了， 你太能跑了， 我实在跑不动
了， 随便你们怎么处理。” 唐海军上前迅
速将嫌疑人制服。
岁月如歌， 天道酬勤。 唐海军， 作
为巡特警大队的一把“尖刀”， 在工作中
所表现出的惊人的毅力、 表现出出色的
带兵能力和他那永远不知疲倦、 无私奉
献的精神让每个巡特警大队的队员信服，
让每个知道他的人感动， 受过他帮助的
群众都这样评价他： “唐海军是咱老百
姓心中的好特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