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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1 3日讯
雪夜路面结冰难行，一名
5岁女童发高烧已经出现
意识模糊，可孩子家长怎
么也打不到车，只好报警
救助。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紧急将女童送到医
院，还把自己的外套盖在
孩子身上保暖，上演了寒
夜暖情。

1月12日晚上11时
43分，淄博市公安局高
新区分局科技园派出所
接到辖区群众王女士求
助称：家中一名5岁女童
发烧至40℃，意识模糊，
因当日降雪，路面已经
结冰，路况较差，一时之
间打不到出租车，遂拨
打派出所电话向民警
求助。

正在银泰城附近巡
逻的民警李炫宏立即前
往救助。他先是通过电
话核实了当事人近期有
无前往过中高风险地区，
在得知当事人及生病女
童并未离市且当日核酸
检测为阴性后，李炫宏立
即驾驶警车载着王女士

和生病女童前往淄博市
中心医院西院区。

为了生病女童能够
及时得到医治，路上，李
炫宏通过电话向指挥中
心汇报了现场情况后，果
断拉响警笛赶往医院。
11公里的路程原本需要
大约半小时才能到达，在
民警的护送下，仅用时9
分钟即到达医院。

此时，在指挥中心
的协调下，医院的医护
人员已在急诊室外等
候。因当日气温较低，
李炫宏脱下了自己的执
勤服披在了孩子身上为
其保暖。在医护人员的
引领下，他抱起女童前
往急诊室就诊。

最终，在医护人员
的努力下，女童的病情
得以好转。李炫宏见状
告别了女童及其家属，
驾驶警车回到了自己的
岗位继续展开下一时段
的勤务工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王剑锋

女童发烧意识模糊
民警午夜护送就医
11公里一路冰雪仅9分钟到达医院

淄博1月1 3日讯
13日凌晨5时许，天还没
亮，气温低至-5℃，博山
公路事业服务中心4支
应急队伍经过短暂休整
后再次集结，一辆辆满
载融雪剂的运输车有序
驶出驻地，奔赴各结冰
路 段 展 开 除 雪 防 滑
作业。

1月12日下午，博山
普降小雪，博山公路事
业服务中心按照除雪防
滑应急预案，立即组织
应急人员展开全线巡

查，并撒布融雪剂，经过
连续5个多小时的紧张
作业，各应急队伍在完
成对主干道和重点路段
的融雪剂撒布工作后陆
续返回驻地。

该中心养护科负责
人表示，近几日有持续
低温天气，中心将继续
做好巡查，及时开展除
雪除冰工作，保障辖区
普通国省道安全畅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韩凯 通
讯员 王红军

博山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全线巡查除雪保路畅

淄博1月13日讯 1月13
日，中国共产党沂源县第十六
次代表大会刚结束，沂源县委
书记边江风便带领新一届县
委委员、候补委员到朱彦夫党
性 教 育 基 地 开 展 党 性 教 育
活动。

参观学习队伍先后参观

了朱彦夫事迹展馆、大寨田、
朱彦夫旧居、夜校，通过参观学
习真切感受到了人民楷模朱彦
夫在革命时期英勇作战，退伍
回村带领父老乡亲顽强拼搏、
战天斗地，使得全村旧貌换新
颜的壮举。

在朱彦夫事迹展馆广场党

旗前，边江风举起右手、紧握拳
头，带领新一届县委委员、候补
委员重温入党誓词。在夜校，
朱彦夫家人为县委委员、候补
委员依次赠送了人民楷模朱彦
夫系列丛书。

在参观学习中，朱彦夫一
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勤俭朴实

的优良作风和自强不息的奋斗
精神，给所有人带来了深刻的
心灵震撼。大家纷纷表示，在
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学习朱
彦夫同志敢于担当、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精神，要进一步强
化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服务
意识，坚守初心使命，大胆改

革、勇于创新、敢于开拓、艰苦
拼搏，为加快推动淄博转型跨
越，为建设质量更高、创新动能
更强、品质活力更优的现代化
新沂源而努力奋斗。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张
琦 徐娟 崔新

沿着“人民楷模”的足迹启航新征程
沂源县新一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到朱彦夫党性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淄博1月13日讯 1
月12日，淄博迎来降雪
天气。中国铁路济南局
集团有限公司淄博车务
段各站立即启动除雪应
急预案，除雪除冰保障
运输畅通。

12日下午，淄博火
车站快速启动应急响应
措施，组织人员对站前
广场、旅客通道及客运
站台进行除雪作业，撒
布融雪剂，确保旅客出
行安全；对站内设施设

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
铁路供电、供水安全；
同时，在进站口铺设防
滑垫，增设防滑警示标
识 ，确 保 旅 客 出 行
安全。

在各货运车站，工
作人员不间断清扫道岔
积雪，喷洒防冻液，防止
因积雪导致道岔作用不
良，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梁兆福

淄博车务段

启动应急预案保畅通

寒夜暖情 连夜迎战

淄博1月1 3日讯
昨天下午开始的降雪已
经结束，淄博天气今日转
晴。根据有关部门数据，
此次降雪积雪最厚的地
方位于博山。

根据淄博市水文中
心提供的数据，12日早
上8时至13日早上8时，
淄博市降小雪，全市平均
降水1.0毫米，各区县平
均：张店区1.1毫米，淄川
区1.5毫米，博山区2.1毫
米，周村区1.5毫米，临淄
区1.4毫米，高青县0.6毫
米，桓台县1.2毫米，沂源
县0毫米。最大降水点
博山区源泉站3.0毫米，
积雪厚度2厘米。截至目
前，全市今年累计降水

2.5毫米。
天气虽然转晴，但

今天气温较低，最低气
温-7℃。根据预报，明
天开始，气温将缓慢回
升。具体预报为：13日，
晴间多云，北风3～4级
减弱至2～3级，-7～
2℃；14日，晴转多云，
南风2～3级增强至3
～4级，-6～5℃；15
日，多云转晴，南
风转西北风3～4
级，-3～6℃。

大众日
报 淄 博 融
媒体中心
记 者
孙 渤
海

小雪过后天转晴
今起气温缓慢回升

民警李炫宏将生病女童送到医院，还脱下自己的执
勤服披在了孩子身上。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王剑锋

12日降雪后，淄博高新区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连夜清雪
除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伊巍

12日降雪后，淄博高新区多个产业园区物业工作
人员上阵扫雪。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张政伟

11月月1133日日，，博博山山公公路路事事业业服服务务中中心心应应急急队队伍伍
在在结结冰冰路路段段展展开开除除雪雪防防滑滑作作业业。。大大众众日日报报淄淄

博博融融媒媒体体中中心心记记者者 韩韩凯凯 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红红军军

淄博1月13日讯 1
月12日，淄博市出现降
雪，为保障道路畅通、市
容整洁和群众出行安全，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
向社会发布《雪后显文
明，扫雪我先行——— 淄博
市扫雪除冰倡议书》。

各区县积极响应，
以雪为令、闻雪而动，统
一指挥、全员参与，采取

“机械除雪+人力除雪”
组合作业模式，边下边
除，确保“雪中路通、雪
停路畅”。截至1月13日
早晨8时，淄博中心城区
3200余名环卫工人昼夜
连续作战，延长作业时

间，对主次干道及学校、
医院、党政驻地、桥梁、
涵洞等重点区域进行铲
雪除冰。出动雪滚车17
台、滚雪刷5台、撒布机9
台、雪推车4台、外协装
载机30台、栏板车11台，
撒布融雪剂440余吨，切
实防止路面结冰打滑。

同时，各区县也组
织动员机关、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力量，清理背
街小巷、商业店铺及各
单位门前积雪，确保道
路畅通和市民出行通行
安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伊巍 通
讯员 杨东刚 焦玉涛

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淄博各区县全力扫雪除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