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跑团将再登九马赛道
本报讯（记者刘思妤 通讯员陈

彦翰）中梁首府·2017九龙湖（宁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开赛在即。所有即
将参赛的运动员正摩拳擦掌，做足赛
前准备工作，而由省、市、区红十字会
组织的一支特殊的队伍也在积极准备

中。他们就是由省、市、区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组成的爱心方阵。

过去两年，九龙湖马拉松赛的赛
道上却总能看到这样一群特殊的运动
员：他们都穿着白色的马甲，精神饱

满意气风发。今年，这支队伍将再次

踏上九马赛。
全省2016年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以及今年新加入的市人体和器官捐献
志愿者、应急救护志愿者将组成200
人的迷你跑“爱心方阵”。他们将手

持写有“人道”“博爱”“奉献”
“我捐献 我健康”等标语的旗子，进
行爱心接力跑，以实际行动诠释“生
命接力、奉献为荣”理念，宣传九马
“健康·慈爱·环保”主题。

市场监管局抽检护餐饮安全
本报讯 （实习生林意然

记者张宁 通讯员陈爽） 4月
19日，区市场监管局检查人
员会同检测公司采样人员，
来到骆驼街道来德火锅及九
龙湖两家民宿，开展九马餐

饮保障抽检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检查餐饮

单位所使用的调味料及生鲜
情况，抽检肉类、水产品、
小龙虾、火锅汤底、调味料

等52个批次食品。
“九马即将举行，除了参

赛者，届时还将吸引一大批游客，外

加五一小长假临近，我们加大餐饮抽
检力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表
示，通过此次日常抽检，发现并及时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规范经营行为，
预防餐饮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待检测结果出具后，区市场监管

局将作出后续处理，对于抽检结果不
合格的，将严格依法查处。下一步，
该局将继续加大对赛事16家指定酒
店及九龙湖民宿的巡查力度，保障马
拉松期间选手和市民餐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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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之水·悠悠我心”
助威镇海剿灭劣Ⅴ类水行动文学作品

暨镇海区第七届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大赛征稿启事
一、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镇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镇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镇海区“五
水共治”办

2.协办单位：镇海区作家协会、镇海区
美术家协会、镇海区书法家协会、镇海区摄

影家协会、各镇 （街道、区域） 文联、镇海
区文化馆

二、征稿要求：
1.内容和主题：围绕剿灭劣V类水，宣

传我区治水行动，推广基层治水经验，弘扬

全民治水精神，讴歌镇海水美环境。
2.体裁和形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 （治

水故事）、散文、诗歌、杂文、报告文学，小
品小戏和微电影剧本，字数不限；书画作品

种类不限，尺寸以适合一般展厅布展为宜

（无需装裱）；摄影作品像素质量满足展览和
出版画册需要。

三、作品运用：
1.按类别分别评选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若干名，给予一定的奖励；

2.优秀书画摄影作品于六月上旬起在我
区有关展厅、农村文化礼堂等举办巡回展览；

3.优秀文学作品结集出刊 《镇海潮》
（增刊）；编印书画摄影作品专辑画册；

4.选送参加上级有关单位举办的相关文

艺活动；
5.推荐有关媒体发表；
6.我区“五水共治”有关公益性宣传

（不另行支付稿酬）。

四、截稿时间：2017年5月20日

五、投稿方式：
1.文 学 作 品 统 一 发 送 至 邮 箱 ：

785964025@qq.com，联系人：项杰，电话：
13586821396；

2.书画作品统一交区文化馆，联系人：

竺华萍，电话：13736156086；
3.摄 影 作 品 统 一 发 送 至 邮 箱 ：

124479174@qq.com，联系人：胡延松，电
话：13566360958。

镇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镇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镇海区“五水共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4月21日

就推进残疾人全面共享小康进程

区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议
本报讯（记者王马飞 李洁）昨

日，区政协召开推进残疾人全面共
享小康进程工作对口协商会议，副
区长包志安、区政协副主席柴鹏飞
出席。

会前，区政协组织委员开展视

察。在招宝山街道康馨工疗站，委员
们听取该站近年来运行情况介绍，走
进工疗室、康复室、食堂、展示厅等
地，查看学员学习生活环境，并观看
了学员们加工手工艺品的过程。

随后，委员们来到区残疾人康
复服务指导中心，该中心由康复服
务指导站和辅助器具供应站两部分
组成，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残
疾人受益”运作模式，为残疾人提供

知识宣传、技能培训、训练指导、用
品展示、体验推介、验配维修等服
务。

座谈会上，委员们听取我区关
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全面小康进程工

作汇报，并就源头管理、精准服务、

加强关爱、提升教育水平等问题与

相关部门交流。
包志安对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

员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表
示感谢，并表示将认真梳理委员们
提出的意见建议，并落实到下步工

作中。他说，我区将进一步采取有力
举措，做好保基本、促就业、强帮扶、
优服务、助自立五方面工作，完善体
制机制，精准发放各类补助，形成全
社会共同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柴鹏飞表示，推进残疾人全面
共享小康进程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程，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
和谐的重要民生实事。有关部门要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心，主

动作为，相互合作，扎实落实好各项
目标任务，全面增进残疾人福祉。委
员们要深入基层开展走访调研活
动，察民情、听民声、解难题，共同为
早日实现残疾人全面共享小康进程

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今年全区首期中层干部
综合素质提升轮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朱旭 叶啸天
通讯员邵赟） 昨日上午，由区委组
织部、区委党校、区人力社保局联
合举办的“2017年镇海区第一期中
层干部综合素质提升轮训班”开班，
百余名来自各镇 （街道） 以及区直

属各单位正、副科级中层干部参加。
“今年是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区委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全
面实施省、市、区委从严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的开局之年，大家要积极

学习、认真思考，将所学所得充分

运用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

去。”开幕式上，区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在讲话中表示，各中层干部要
有危机感、紧迫感，立足增加本领
的学习目标；有方向、有目标，坚
持服务大局的学习理念；讲方法、

守纪律，严循取得实效的学习标准。
本期轮训班为期两天，课程分

别由 《公务礼仪》 《依法行政———
法律意识的养成》 《沙漠掘金决胜
千里沙盘》 《公文及调研文章撰写》

等组成。

记者张超梁 马旭峰
通讯员蔡颖妮

图为工作时的陈辉。

聚焦巡查 实时播报

环保部门紧盯空气质量保赛事
本报讯（记者张超梁 通讯员王

曙兴 刘忠彬）中梁首府·2017九龙湖
（宁波）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将在周日开
赛。近来，赛事途经区域的空气质量成
了广大市民的关注焦点。

“空气质量关系着跑友能否在九

马赛事跑出好成绩。”区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说。为此，区环境监察部门工作人
员连日来排查沿路环境问题和空气污
染源，以杜绝冒黑烟、异味等影响赛事
的现象。赛事期间，区环境监察部门工

作人员则将聚焦赛道沿线环境巡查和
保障。

继上届九马赛事后，区环保部门
还将实时播报赛事途经区域的空气质
量。“市民可登录区环保局官方网站，

从空气质量发布平台获取实时空气质
量情况。同时，也可以通过下载“镇海

环保通”App到手机上，方便随时查询

AQI（空气质量指数）。”区环境监测站
相关负责人介绍，参与空气质量评价
的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可吸入颗
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
化碳六项，另有丙烯腈等六项有机污

染因子数据供市民参考。
在赛事途经的周边区域，已有九

龙湖与镇海新城两大空气质量监测站
点。其中，镇海新城这一空气质量监测
站点就在九马赛事起点附近。通过区

环保局官网，市民也可实时查询赛事
途经周边区域的两大空气质量监测站
点，整点发布的AQI和参与空气质量
评价的六项主要污染物情况。

“此外，通过区环保局官方微博

‘镇海环保’，市民也可获知整点
AQI。”区环境监测站相关负责人说。

4月19日中午，区人民医院开展“九马”赛事医疗急救演练，来自该医院急诊外科、骨科、神经外科、呼吸科
等60余名医护人员参与演练培训，提升急救实战能力。 （记者朱旭 叶啸天 通讯员王云鸿 摄）

中梁首府·九龙湖

国际 马拉松赛半程

劳动光荣
匠心 梦筑

九马医卫保障组全线待命

本报讯 （记者朱旭 通讯员

盛云照 赵伟） 昨日，记者从中
梁首府·2017年九龙湖 （宁波） 国
际半程马拉松赛赛事组委会医疗
保障工作处获悉，赛前医卫保障
准备工作目前已落实完毕。

“医疗救护组已完成所有业务
培训，保障药品及耗材采购、急救
车辆及设备外借也已全部到位，届
时将有近300名医疗志愿者参与赛
事医卫护航。”据赛事医疗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介绍，本届比赛
医疗卫生保障将分为现场紧急医疗
救援、救护车转送途中的医疗救
护、定点医院医疗救治等3个重要
环节。

根据相关工作安排，赛事期
间沿途共设11个医疗点，每个医
疗点配备医务人员6—8名 （备除
颤仪及相应药品）。赛道上共配备
医务志愿者170余名，其中直行赛

道每200米安排1名志愿者，环湖
赛道每120—150米安排医疗救护
志愿者1名；急救兔共30名，骑行
救护人员20名 （配备AED），配
备8辆救护车，每辆救护车安排医

师、护士各1名。

作为医疗救护一级定点医院

和体检定点医院的区人民医院，
比赛时将为运动员开通绿色通道，
现已预安排5—8张床位，成立由
心内科、骨科和脑外科等专家组
成的医疗组。同时，宁波市第一

医院、李惠利东部医院被确定为

医疗救治二级定点医院，负责分

担危重病员救治任务。
此外，为了保障赛事期间公共

场所和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区卫
生监督所还对赛事周边13家住宿场
所、10家二次供水单位开展专项

检查，针对场所内中央空调使用及

维护情况、二次供水设施设备、水

质进行现场检查，快检指标发现均
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执法人员督促
各单位严格落实公共用品用具“一
客一换一消毒”制度，做好布草、
茶杯等顾客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

和保洁工作。

图为抽检行动现场。

廿一载检修炼就“火眼金睛”
———记石化建安高级技师陈辉

昨日上午，在镇海石化建安

工程有限公司维修车间里，记者
见到了正在指点徒弟维修叶轮的
陈辉。若不是有人提醒，断然不
会将他与已从业21年的石化动设
备检修专家联系在一起。

检修状元
“在这个比赛前，压根儿没进行

过针对性训练。”陈辉回忆起中国石
化2011年职业技能竞赛。这次竞赛，
陈辉参加的是机泵维修项目。

故障判断、测绘、CAD制图、

装配件制作与相关理论，均是机
泵维修项目的比赛内容。“比赛
内容接近工作内容。”陈辉表示。

“有难题找陈辉。”在石化建
安，很多人这么认为。每天跟损

坏的机械设备打交道的陈辉，在
日常的巡检工作中，只要通过简
单的听、摸、看，就能发现动力
设备的大部分问题。

“听，就是感受设备转动的频

率。”据陈辉介绍。摸，则是感受
水管内液体的流动性、箱体的温
度；看，通过目测检查有无液体
的泄漏与外型的异样等。

天天练练手，比赛显身手。

2011年，陈辉勇夺中国石化职业
技能竞赛机泵维修项目第一名。

自此以后，陈辉多了一个“检修

状元”的雅号。

德技并传
“每星期一堂课，每个月一次

测试，每三个月到现场实操。”陈
辉说。总结能够让人全面了解自
身不足之处，可让新人更好处理
下次遇到的类似情况。多实践，

多总结，也是他对新人常说之语。
“现在，培养新人的工作主要

靠陈辉。”石化建安相关负责人
说。2011年，石化建安成立陈辉
技能大师工作室。两年后，该工

作室晋升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通过工作室这个平台，更多检修
人员受益于陈辉的精湛技能。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
傅。“越多的人知道怎么立马判
断故障，就可在最短时间内修好

设备，少影响生产。”陈辉这样
想。正因如此，单是工作室团队
所带徒弟，已逾30名。“这些人
员大多已成为企业技术骨干。”石
化建安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要怕脏、苦、累。”当记
者问起最希望徒弟具备什么品质
时，陈辉回答。“为确保生产能

够安全高效运行，就需要检修人员

几十小时不睡觉，并在满是油污的
场所，去尽快解决难题。”陈辉作
为过来人，希望徒弟们不要被艰苦
条件所吓退，并时时分享自身成长
的心路历程。

从一名技校生自学到大学本科
毕业，从中级工破格晋升为高级技
师，陈辉已为徒弟们树立榜样。

共享“私有”
“师傅还自编有‘武功秘籍’，

徒弟们人手一本。”采访期间，陈
辉的一名徒弟说。

这名徒弟所说的“武功秘籍”，
就是陈辉编制的焦化除焦液压系统

快速处理技术方案。“运用自己掌
握的技术，先后解决了电站给水泵
平衡盘松脱、焦化压缩机干气密封
隔离气进油及蜡油泵密封泄露等设
备中的缺陷。”谈起编制“武功秘籍”

的初衷，陈辉说，遇到类似情况，根
据总结的如何处理难点等修理经
验，别的修理人员就能快速处理。

除自编“武功秘籍”，陈辉还
打造“独门兵器”。虽说是“独门

兵器”，陈辉却与大家一起分享。
焦化水马达拆装等十余套检修专用
工具，都是陈辉根据平时处理比较
多的故障，研制出的“独门兵器”。

“在不损坏叶轮的前提下，可

更直观、方便与省时间检修相关设
备。”硫磺主风机液压拆装是陈辉
最得意的“兵器”。据石化建安相
关负责人透露，因操作方便、安
全，陈辉的“独门兵器”让设备检

修效率提高逾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