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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宜镇民政办全面开展廉洁警示教育

望直港镇积极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近日， 宝应县安宜镇民政办开展
了一系列廉洁警示教育活动。

大家被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深深震
撼，深受触动和教育，都表示要以案为

鉴，引以为戒。 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和
遵纪守法意识， 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强
防线，以蓬勃的朝气、浩然的正气全身
心地投入到民政工作中。 王连章

为预防安全生产突发事故，望直港
镇积极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成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建立一支
应急救援队伍，制定方案，完善地区性安
全生产事故预案。对全镇重点行业、重点

部位、 重点领域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识别
和评价。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每年
定期组织至少一次全镇应急救援演练，
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持续改进， 逐步完
善和提升。 郭培林 胡 云

�近日， 安宜镇组织广大市民在北河广场参加县
安监局举办的安全文化大舞台“三进”演出活动，通
过节目演出的形式宣传安全生产知识， 使安全意识
深入人心。 朱亚 摄

宝应安宜镇“五狠”抓实夏季安全生产
宝应县安宜镇持

续开展夏季安全生产
大检查。

要求各级部门切实加强防高温中
暑、防高空坠落、防爆燃爆炸、防职业危
害、防水涝、防雷电、防疲劳作业等安全
知识的宣传教育。 督查企业将各部位、

环节和岗位责任落实到位。督查前阶段
企业组织开展自查自纠的记录台账，落
实各项防范措施和规章制度。重点加强
危化品企业、粉尘涉爆企业、有限空间

作业、建筑工地的检查，
扎实排查治理隐患，实
现安全隐患 “零容忍”。

督促检查企业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强化安全风险辨识、风险预测和
风险告知，提高预防、预警能力，杜绝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杨小静

小官庄镇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近日，小官庄镇安
监站联合各级相关部
门在镇繁华路段开展
了“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放置安全展板、设置
咨询台、悬挂宣传条幅等方式，向过往

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社会公众关心
的安全生产问题，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的
法律法规、应急逃生、自救互救等知识，

把安全生产推向高潮。
“安全生产月”宣传

咨询日活动的开展，进一
步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法制意识，为镇
的安全生产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唐永娈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
华诞，为党献礼的计划在刘明祥

心中萌发。“我是一名党
员 ，这 些

年我从浙江南湖开始， 南昌、井
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
等地我都去了，几乎跑遍了中国
的全部红色景点。我要出一本影

集，为中国共产党百岁生
日献礼。”

10年期限已到，可刘明祥还
有很多个县区没有踏足，而且这
些地方多处于西部山区，这对年
近70岁的刘明祥来说，是一个不
小的挑战。“我心意已决，无论有
多大困难也一定要实现当初的
目标。”

李科辰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18
年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木工
赛项江苏省选拔赛上，胸有成
竹的吴晋卿轻松夺魁，获得了
参加全国选拔赛的资格。在全
国选拔赛上，他又以优异成绩
获得家具制造第一名，成功晋
级国家队 ， 现在正全力冲刺
2019喀山世界技能大赛。

据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是
全球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在
45个技能门类中设定了国际

标准。 竞赛项目中一共有3个
木工类模块 ：大木工 、精细木
工和家具制作 。其中 ，家具制
作节点多 、部件多 ，尤为考验
选手的综合职业素养和能力，
一丝一毫的差距，都会导致徒
劳无功 。“世技赛标准的家具
制作，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手
工制作，更着重考验选手对现
代木工工具和设备的综合应
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制作的
精益求精，从而体现出优秀的

职业素养。”罗学清说。
为表彰他的成绩，市人社

局破格让19岁的吴晋卿直接
进入市企业首席技师评选，并
让培养他的汇川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破格参加市高技能公
共实训基地评选，争取以政府
渠道对培养单位予以资助。吴
晋卿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的成功离不开坚定、 踏实、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吴晋
卿表示，要钻研的地方还有很
多，还有更大的舞台等着他去
证明自己。 记者 吴丹

江都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刘明祥用镜头记录华夏文明

在江都摄影界，“勇闯天涯”这个网名可谓
如雷贯耳。这位“勇闯天涯”的大咖，就是江都
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刘明祥。 年轻时他喜欢摄
影，中年时喜欢读史，退休后他又扛起照相机、
夹着历史书， 跑遍了中国90%以上的县区，用
镜头记录华夏文明。

跑遍中国90%县区行摄中华
上世纪70年代，刘明祥在江

都百货大楼从事美工工作。“当
时我为了把橱窗布置得漂亮时
尚，经常去上海中百一店、南京
新街口的商场学习，有时他们会
寄一些照片供我学习。” 刘明祥
说，为了方便交流学习，他下狠
心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当

年一台照相机300多元， 花去我
整一年的收入。”

那个年代的相机全是手动
的，毫无经验的刘明祥翻阅书籍
学习摄影，不时还去照相馆拜师
学艺， 逐渐掌握了理论知识、拍
摄技巧、暗房操作、冲印照片等
技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明祥
到百货公司、 五交化公司领导
岗位任职。 日渐繁忙的工作迫
使他丢下心爱的相机， 史书又
走进了他的生活， 但他发现中
国的史书多以文字记载为主 ，
“我更希望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读历史。”

2005年，退休后的刘明祥有
了充足的时间，他立志用10年时
间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县区，用镜
头记录、 寻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家人的支
持，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艰辛的行
摄之路。

“从三皇五帝开始探寻，直
至清朝结束， 我走遍历朝都城，
寻遍历代帝王陵寝，探索每地历

史。”在外拍摄，刘明祥经常吃了
上顿顾不了下顿， 常常以面包、
压缩饼干充饥。几年前，刘明祥
在福建拍摄， 由于目的地偏僻，
他只能打车前往。雨天在路边等
车时，为了避让飞驰而过的摩托
车，他不慎滑到路边沟中，腿部
撞上遗弃的水泥板，造成股骨骨
折。手术休息了3个多月后，他又
独自一人背起相机踏上新的行

程。
2014年下半年，刘明祥因老

伴患病暂停外出摄影。“这两年
我只偶尔出去，闲暇在家时我就
整理过去10年间拍的一些照片，
并配以文字介绍，然后分享到朋
友圈。” 刘明祥计划将所有材料
整理完毕后印刷成书，以“图说
历史”的形式向读者讲述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

为了工作花一年工资买台相机 翻阅书籍、拜师学艺，逐渐掌握照相技能

以“图说历史”形式讲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立志用10年走遍中国每个县区

几乎跑遍中国的全部红色景点 计划出本影集为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献礼

常年不抽烟不喝酒
24小时开机待命

“熊猫侠”
6年献血5000毫升

RH阴性血是极其稀有的
血型，因此被称为“熊猫血”，而
RH阴性A型血的概率约为万分
之一。 家住文昌社区的年吕亮，
就是那“万分之一”中的一员。作
为“熊猫侠”应急献血者，他24小
时开机待命，常年坚持不抽烟不
喝酒、早睡早起、清淡饮食等健
康生活方式，6年献出 “熊猫血”
5000毫升，抢救他人生命。

作为“新扬州人”定居在文
昌社区的年吕亮，6年献血5000
毫升，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全
身血液量。

“高中的时候就发现了自
己是‘熊猫血’，当时没觉得有
什么， 直到2012年左右第一次
献血救人， 才感觉到自己原来
真的可以救急救命。” 年吕亮
说，第一次是他从媒体上知晓，
友好医院有个70多岁的老人术

后大出血，急需他的“熊猫血”
救命，“我当天晚上就过去了，
献完血就走了， 为了防止出现
问题， 我给医院留下了电话。”
年吕亮回忆，大约半个月后，他
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称
是友好医院接受帮助的老人家
属， 一定要求与他见面表示感
谢， 他婉拒了。“献血是我自愿
的，‘不见面’ 原则是为了不想
让献血这事变得功利。”

因为稀缺， 所以被特殊需
要； 因为有爱， 所以有共同语
言。3年前，年吕亮加入了几个特
殊的微信群， 群里的人血管里
都流着“熊猫血”，他们有着“血
浓于水”的“亲情”，一旦有人需
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挽袖相
助”。同时，在关键时刻，他们又
总是像大侠一般，急人所需。

“我有三个微信群，一个是
三年前创建的宁镇扬熊猫血爱

心群，一个是全国的熊猫血群，
还有一个就是熊猫A型血群。”
年吕亮说，为了献血，他戒烟戒
酒、早睡早起，养成规律健康的
生活习惯；清淡饮食，避免出现
高血压、 糖尿病等影响献血的
疾病 ； 手机24小时开机待命
……这些看似简单， 但要长期
坚持却不容易。“要保持身体健
康才能献血， 这也变相约束了
我的生活习惯。”

6年献血5000毫升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量

加入“熊猫侠”大家庭
生活规律，24小时开机待命

“救人等于救己”
有需要就会毫不犹豫挽起袖口

“熊猫血”人群如果出现意
外或因病需要输血时， 必须输
入血型相同的RH阴性血，否则
将出现溶血反应，危及生命。

“救人等于救己。我已习惯
时刻准备着紧急

献血。”年吕亮称，自己没有那
么伟大，只是相信“善有善报”。
直到目前， 他也不知自己献的
血流在了哪些人身上。“能够帮
到别人，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只要有需要， 我就会毫不犹豫
地挽起袖口献血。” 张晓宇

19岁“小木匠”
全国大赛夺冠
正全力冲刺2019喀山世界技能大赛

“削竹木以为鹊，成
而飞之，三日不下”“须臾
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
之重”。千百年来，无数人
因为这两句话而了解了

鲁班、墨子，也有无数匠
人为了能达到这种境界

而奋斗终身。最近 ，由扬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推荐参赛的19岁扬
州“小匠”吴晋卿获得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选拔赛家具制造第一名，
成功晋级国家队，现在正
全力冲刺2019喀山世界
技能大赛。

2014年，吴晋卿初中毕业，
因为对未来没有具体的规划，
他进入了安徽休宁第一高级职
业中学学习木工， 没想到从此
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职
业。“我父亲也是一名木工，选
择学木工有这方面的原因。”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浓厚兴趣
面前， 再苦再累对吴晋卿来说
也是一种享受。

在不少同龄人还沉迷在游
戏世界的时候， 吴晋卿却在心
中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这
个腼腆的黄山小伙说，再精彩、
刺激的游戏也吸引不了他，每
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做木工的
时候。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吴
晋卿贪婪地汲取着木工制作的
系统知识和基本技巧， 成为学
校木工专业的佼佼者。

快速的成长让吴晋卿想要
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 。2016年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报
名，吴晋卿怀揣梦想，充满自信
地报名参加了选拔赛。 但最终
因为准备时间仓促， 对于比赛
规则研究不深刻等原因， 仅仅
获得了全国选拔赛第七名，无
缘在世界舞台上一展风采。但
是通过这次比赛，他的天赋、勤
奋和对于木工技艺的痴迷得到
了观众和裁判的普遍认可。

一次偶然的机会，扬州汇
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邵
国亮发现了吴晋卿的过人之
处。在跟吴晋卿交流之后，邵国
亮了解到吴晋卿一直有着继续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愿望，决
定培养这个难得的人才。去年
十月，邵国亮把吴晋卿引进到
自己的公司，并且按照竞赛要
求建立了模拟竞赛基地。

在这样的环境下，吴晋卿
如鱼得水。教练罗学清一直称
赞吴晋卿是个好苗子。“他每天
至少学习十小时的木工，除了
休息就是研究技能，从来也不
觉得枯燥，一点都不像他这个
年纪的小孩，很有钻研精神。”

近一年的时间， 吴晋卿每
天都泡在模拟竞赛基地， 全身
心投入到系统专业的训练中，
仔细琢磨研究、 反复练习每个

工艺的每个环节，深刻研究、理
解世界技能大赛中精细木工和
家具制作的标准。 重复的模块
制作，不断地揣摩、试验、总结，
推翻重来……曾经还有点小自
信的吴晋卿， 在全新的规则面
前， 有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的巨
大差距。 罗学清手把手地把技
艺传授给吴晋卿：准确识图、提
高手工制作精度， 迅速掌握设
备和工具的用法， 根据制作要
求确定工艺思路……在这样的
环境下， 吴晋卿的木工技能得
到了整体提升。 罗学清这样形
容吴晋卿的进步：被称为“万榫
之母” 的燕尾榫已经被他练到
“水不漏、光不透”的境界；图纸
上固定部件角度的切割已经被
他练到不使用模板的程度。

不爱游戏爱木工 初中毕业“子承父业”

职业生涯遇伯乐 模拟竞赛基地系统训练

千锤百炼成工匠 夺全国家具制造比赛第一

蛛丝马迹中
找致病因子
有一群人，他们有

点像警察， 从血液、尿
液等体液中，通过先进
的仪器，凭借积累的经
验等 ， 在蛛丝马迹中
“揪” 出里面可能存在
的与疾病相关的致病

标志物，从而为临床治
疗提供相应依据。

苏北医院临床医

学检验中心副主任任

传利便是其中一员。近
10年来 ， 任传利从血
液、尿液等各种体液样
本中，发现了一个又一
个“捣蛋的家伙”———致

病因子， 为医生精准治
疗锁定目标。作为“幕后
英雄”，任传利说，最大
的快乐就是通过自己的

“火眼金睛” 找到 “元
凶”，让病人早日康复。

任传利到苏北医院工作快10
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临床医学检验中心每天都很
忙碌，平均每天检测达到600人次，
在这些血液、尿液等体液中，要快
速、准确让“元凶”现形，仅靠先进
的仪器远远不够，还要有丰富的经
验并结合病人的实际状况。

曾经有名男子从非洲打工回

来后，出现发热、发冷、肌肉疼痛等
症状，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打摆
子”，却一直找不到病因。后来，他
到苏北医院求诊， 经过抽血检查，
在显微镜下发现其细胞形态发生
改变，也就是增大了。根据经验，结

合他的工作史判断其是卵形疟。任
传利介绍，这是四种疟疾中最少见
的一种。正是这个检验结果，让这
个患者得到了及时治疗，康复后又
出国打工了 。任传利说 ，找到 “元
凶”就便于精准治疗。

检验并非一项单纯的技术，而
是临床医学的一部分。 据统计，临
床实验室提供的诊断信息约占辅
助诊断信息总量的70%以上。由此

可见，检验科室担负着为临床提供
高质量检验报告的重要任务。

如今，苏北医院临床医学检验
中心各种先进检验设备都有。“设

备再先进也需要有颗责任心。有时
机器发现不了的问题，检验人员需
要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 多观察、
多发现， 确保检验结果的正确。只
有这样，才能对每一个患者负责。”
任传利说。

“选择从医，就意味着要不断
学习，紧盯前沿，这样才能真正造
福患者。”截至目前，任传利已发表
论文50余篇， 其中发表SCI论文32
篇。大家都称奇，可他却说，这没有
什么秘诀，就是要多学习、多研究、

多实践。 任传利除了日常工作外，
就在实验室进行科研，对肿瘤标记
物、分子生物学等进行研究。

2017年，作为第一作者，任传
利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
篇名为 《进展期非小细胞肺癌》研

究论文，该研究成果可直接指导临
床实践，提升进展期肺癌的精准化
治疗水平，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命。

任传利致力于肿瘤研究，通过
体液中生物标志物，确定细胞有没
有发生变异。“肿瘤、心血管病早期
发现非常关键。如果能破译‘肿瘤
密码’，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

10年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设备再先进也要有颗责任心

致力于破译“肿瘤密码”

苏宣 丁云

恒心

吴晋卿不爱游戏爱木工

任传利检验诊断为
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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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晋卿

吴晋卿潜心木工制作。

年吕亮

任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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