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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男子疑似中暑昏倒车上
司机乘客联手施救
送医途中苏醒
医生提醒：老人孩子高温天出门要当心
新闻热线：96496邮箱：yzwbxw@sohu.com

寻找江苏好人——
—扬州
结善缘 做好事 当好人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10 日下午 3 时许 ， 西安丰
镇开往宝应的中巴车上 ，一名五
旬男子疑似中暑 ，突然倒在车上
不醒 ， 多亏司机乘客联手施救 ，
男子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逐渐恢
复了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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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乘客梁先生说，该男子中暑的可
能性大，后来几位乘客帮助扇风，保
持空气流通，加上车上的人少了，空
气流通后，晕倒男子渐渐缓过来，男
子醒来后对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一再

核心提示■

■

寻找扬州
最美人物

□2018

道谢。
对此，潘生国称，夏季高温，乘
客中暑并不少见。闷热天气进入车
内，人多闷热，一时适应不过来就容
易中暑，尤其是中老年人。

同事点赞
当班司机平时就是热心肠

车上惊魂
五旬乘客突然昏倒车上

记者昨了解到，当班司机潘生 了不少。有一次潘生国在打扫车厢
国是宝应益民公交公司一名驾驶 时，发现后排座位上有一个钱包，打
员，驾龄20多年，开宝应至西安丰镇 开一看里面有2500元现金，但没有
的中巴车已有十多年。
失主联系方式。后来他通过微信朋
益民公交公司杨洪兵队长说， 友圈寻找失主，很快将失主找到，失
潘生国平时就是个热心肠，今年3 主拿出500元酬谢，被他拒绝了。
“农客班车上，老人小孩比较
月，有乘客将价值5000多元的平板
电脑落在车上，他主动将电脑归还 多。”杨洪兵说，为了应对一些突发
意外，潘生国平时学习了一些急救
失主。
此类拾金不昧的事，潘生国做 知识。 通讯员 永富 记者 孟俭

▲

“事发有些突然，他上车时还好 开。”司机潘生国见状，让几位乘客用
好的。”车上一位乘客介绍，当天下午 手里的东西帮忙扇风，保持空气流
3时许，西安丰镇开往宝应的农客中 通，并让男子尽量平躺。
巴车停靠在金吾庄站台时，一名50多
看到有几位热心乘客照看晕倒
公交司机潘生国 。 永富 摄
岁的男子突然在车上晕倒。几位热心 男子，潘生国告知乘客，自己将一路
中巴车“秒变”救护车，一路向医院奔
乘客见状，赶紧上前查看情况，并告 不停地开往附近医院。这时，很多乘
知当班司机潘生国。当时，有乘客想 客二话不说，下车转乘下一辆班车。 去。在热心乘客的照看下，车子快到医院
将晕倒男子扶起，但见对方意识模 “车上还剩下三名乘客，主动要求留 时，晕倒男子逐渐恢复了意识。
医生提醒
“他说自己可能中暑了，后来渐渐清
糊、身体下坠，想扶都扶不起来。
下照看患者。”潘生国说，他开车一路
高温天老人小孩出门当心
醒。”潘生国说，晕倒男子就是西安丰镇人，
“大家还是先不要动，我往医院 奔向附近的镇医院。
当天准备到宝应乘车去上海。见男子意识
“ 车上是密闭空间 ， 人多了就 也容易及时判断病情 。 夏季高温天 ，
逐渐清醒，他又坚持要赶路不肯去医院，最 容易觉得憋气 、 气喘等不 舒 服 症 老人和小孩外出尽量避开高 温 时
联手施救
终潘生国将车开往宝应。
状 。 ” 急诊医生胡医生提醒 ， 老人出 段 ， 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 及时补水 ，
送医途中逐渐清醒过来
“还好人清醒过来，想想都后怕。”车上 门乘车最好有家人陪同 ， 出现意外 感到不适要及时求助 。

点赞！这个“小巷总理”敢于创新
任职近20年 连创十多项“第一”
收获诸多荣誉，
却始终是街邻心目中的
“李大姐”
花观居委会，热心的谢学珠 居委会主任”和民政部颁发
就被全体居民推选为居委 的“孺子牛”奖。
会主任，她不辞劳苦地为居
1982年，李华担任琼花
民服务，成为千家万户的贴 综合厂厂长，在刚刚兴起的
心人。1972年，谢学珠另辟 市场大潮中把琼花综合厂
蹊径办起了居委会属下的 搞得有声有色，母女俩成了
—琼花综合厂。 不少居民口中的“黄金搭
集体企业——
正是这家企业，为妥善安置 档”。1999年，谢学珠光荣退
回城知青和残疾人提供了 休，无论是上级组织，还是
舞台。改革开放后，琼花观 全体居民，都希望李华能接
居委会骄人的工作业绩让 班。正是在这样的众望下，
谢学珠声名鹊起，上世纪90 李华接过了琼花观社区党
年代，她分别获得“全国三 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的重
八红旗手”“ 全国百名优秀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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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眼中 ，社区工作都是
鸡毛蒜皮的事情 。 她担任 “小巷总
理 ” 近 20 年 ， 却屡屡创新 、 频频获
赞 ，连续创下市区社区建设十多项
“ 第一 ”。 收获诸多荣誉 ， 却始终是
街邻心目中的 “李大姐 ”。 她 ，就是
琼花观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
任李华 。

勇于创新
连续创下十多项“第一”

继承母业
她接过母亲“小
巷总理”重担

李华并没有躺在母亲 代更比一代强”的评价。
的功劳簿上，她从上任伊
在许多人眼中，社区工
始，就注重倾听群众呼声， 作一天到晚忙的都是鸡毛
李华的母亲叫谢学珠，1952年， 总结基层探索实践，很快赢 蒜皮的事情。这些年，李华
扬州市区组建了第一个居委会——
—琼 得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 一直没有停下创新进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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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工作中的李华

步伐，她连续创下了十多项 “周末剧场”，把居民的自娱
市区社区建设“第一”的纪 自乐上升到文化建设的高
录：第一个办起了“阳光学 度；成立了扬州首家社区民
堂”，让孩子们放学以后有个 间组织工作室，明确提出了
好的去处；第一个办起了“慈 “社区协助行政服务、社工补
善超市”，依靠全社会的赞 充市场服务、社团组织公益
助，困难家庭每月可以免费 服务”的路径，被社会各界评
领取生活必需品；第一个办 价为“三社联动”的“试验田”
起了托老所，为空巢老人和 ……还有一个“第一”，她在
孤寡老人提供配餐、理发、修 扬州社区首家无候选人一次
脚，以及文化娱乐等综合服 性选举试点工作中，以99.9%
务；第一个搞起了“智慧养 的高票当选。
老”，为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
鉴于琼花观社区在基层
家中安装了红外传感器、配 社区治理上的诸多创新，
备了智能手环，使他们的起 2007年，联合国人居署发出
居时刻处于呵护之中；第一 专门邀请，李华率领5位居民
个创办了“居民法治苑”，组 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
建法治艺术宣传队，创作排 “世界公共政策联盟论坛”，
练10多个法治类文艺节目， 李华一行用说唱的形式，讲
引得前来视察的原国家司法 述了《文化里的新生活》，受
部部长吴爱英交口称赞；第 到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
一个创办了“居家养老专业 亲切会见。
服务中心”；第一个创办了

任职近20年
她是街邻最可敬的“李大姐”

指点她，“ 社区工作虽然面面俱到，
但一把手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老、
小、困’上……”丈夫张华不辞辛劳
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让李华把全
部身心扑在社区上；儿子张弛从事
城管工作，在母亲的影响下，他坚持
文明执法，人性执法，在群众中留下
了较好的口碑；媳妇王静也已经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社区工作者。
这家人吃饭时，话题不知不觉
就会转移到社区工作上，小的为老
的出谋划策，老的为小的指点迷津，
全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小家庭融
入了社区这个大家庭中。
年近花甲，李华在近20年的社
区主任岗位上一路探索，先后获得
“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小巷总理”
“全国消费维权十大人物”“ 全国
119消防奖先进个人”“ 江苏省先进
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公务员”“江苏
省社区建设先进工作者”“江苏省十
大法治人物”“ 中国3·15消费维权
特别贡献奖”等诸多荣誉。在她心
中，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而
在社区居民心中，她把一生献给了
社区事业，献给了古城街邻，她是最
可敬的“李大姐”！ 通讯员 吴晶晶

家人对李华也是千方百 计的支持。母亲谢学珠时常 刘芳 记者 余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