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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镇双洋村把韭菜、韭黄、韭薹“三韭”种植作为当地的特
色农业项目，建成了小有名气的“三韭”示范基地，形成了一村一
品的新格局。图为村民正在收割、清洗韭黄。

王君蓉 张佳 陆继军 摄

3 月 18 日上午，市义工联召开工作组
例会，争创5A社会组织。

王建生 吴桂琴 摄

唐 雅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市
民们纷纷脱去厚重的衣服，结
伴享受春日的暖阳。

3月26日下午2时许，人民
公园内，各种游乐设施井然有
序地运转着；草坪上搭帐篷露
营、放风筝的人比比皆是；小孩
飞快地奔跑着，银铃般的笑声
回荡在公园里的每一个角落。

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近段时间，随着天气的回
暖，陆续有不少家长带着小孩
来玩。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滑滑

梯的组合项目，15块钱一次，家
长还能陪玩。此外，空中骑行、
开汽车等游乐设施也经常能看
到排队的场面，比起天冷的时
候，人多了不少。

家住龙晶花园的沈女士拿
着水杯，坐在草坪边的石凳上，
静静地看着放风筝的九岁儿
子。“儿子周一到周五得上学，
周六要学画画。今天天气挺好
的，适合放风筝，就从家里走过
来，在公园门口买了风筝，正好给
他放松放松。”沈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来到了公园门口的小
摊点，各式各样的风筝错落有

致地摆放在地面上，水枪、机器
人等玩具也夹杂其中，几个小
孩正在家长的陪同下选择自己
喜爱的风筝。“我想要白雪公主
的。”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扭过身子询问自己的爸爸。

据摊点张老板介绍，这两
天销售数量直线上升，平均每
天能卖出二三十只风筝。普通
的风筝20元一只，品种很多，白
雪公主、小猪佩奇等都是小孩
子很喜欢的卡通人物。“天气好
了，来公园游玩的人多了，我们
的生意自然就好起来了。”张老
板笑着表示。

春风拂面踏青忙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3月23
日下午，东台乡友、著名心血管内
科专家朱文青应邀为我市卫生系
统的医务工作者作了题为《抗心
律失常药物临床应用》的精彩医
学专题讲座。

朱文青教授是我市走出去的
杰出乡友，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上海市
心血管病研究所起搏与电生理组
负责人。多年来从事心律失常、
高血压病、心力衰竭、冠心病以及
各种类型心肌病等疾病的诊疗和
科研工作，对心血管病药物的临
床药理颇有研究，擅长于经导管
射频消融术治疗各种类型的快速
性心律失常和安装各种类型的起
搏器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在国
内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内能够掌
握心脏三维标测治疗心律失常的
少数专家之一。

讲座现场，朱文青教授以前
瞻的思想、缜密的思维和渊博的
知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心律失
常的电生理学机制、抗心律失常
药物的作用原理及其分类、特点
以及常见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临床
应用。讲座内容丰富，分析深刻，
受到了与会医务工作者的一致好
评。

全国著名心血
管内科专家朱
文青应邀来我
市作专题讲座

记者 许翰文
通讯员 袁柏杨 戴欢来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
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官
职责……公正司法，廉洁司法，
为民司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公
平正义而奋斗！”去年12月，在
庄严而嘹亮的誓言中，市人民
法院22位女干警成为首批员额
法官。面对时代的滚滚潮流和
群众的殷殷期待，女法官们始
终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干实事，
沉下身子谋实效，让人生小目
标与民心大方向同频共振，让
点滴小改变与发展大趋势同向
而行。

王元元：不缺担当
现任市法院刑庭庭长的王

元元，20余年的光阴，虽转战于
不同庭室，但她始终将“担当”
二字立在心中、践于脚下，努力
争做为群众解难的“专家号”。

一年前，当王元元还在法
院号称“骨头案”集聚的民四庭
工作时，一起建筑工程合同的
案件一度让合议庭感到颇为棘
手。陈某在诉讼某房地产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中，申请法院依法对该公司账
户上的 400 万元采取保全措
施，后法院仅判令该公司给付
陈某工程款160余万元，该房地
产公司则要求陈某赔偿因超标
申请保全措施而损失的10多万
元。

面对难题，“担当”二字如
同定海神针，王元元利用与住
建部门的联系会议，打听相关
的行业规则。同时，针对此案
的特殊性，查清案件事实，捋顺
法律关系，并翻阅各种资料，将
心中的问号一一“摆平”。最
终，她作出的驳回原告诉求的
裁定，同时得到了上级法院和
当事人的认可。鉴于该案对同
类案件的指导意义，此案一经
上报，就相继被江苏省高院及
最高院公报刊用，其本人也被
评为盐城市首批审判业务优秀
人才。

徐冬红：不畏琐碎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纠

纷要兼顾情理法理，要解开心
结法结，要做到案结事了，异常
琐碎。可这琐碎之中正是民生
所向，是风气所指，是发展所
需，需要家事法官永葆热心、耐
心和诚心。”近期举办的“东亭
法官讲坛”上，家事庭法官徐冬
红的发言紧扣住了审判脉搏。

在今年年初承办的一起赡
养案件中，因刘某父亲早逝，4
岁时母亲带着他改嫁给郝大

爷，后生下弟弟郝某。等母亲
过世，兄弟俩达成每人每月各
贴补老人400元的协议。可后
来，由于刘某“违约”，郝大爷一
纸诉状，要求其履行赡养义务。

面对难题，徐冬红深挖隐
情后得知，失去母亲的“缓冲”，
这对继父子间总觉得隔了一
层。因赡养费是兄弟俩各自给
付，刘某怀疑继父仅向自己索
要，而最紧要的，郝大爷年逾七
旬，两个儿子均长期在外打工，
生活很难独自料理。

在通过曲线调解、换位思
考等方式激发起刘某对养父的
感恩之情时，合议庭提出的让
老人在附近的敬老院养老的提
议一下就让纠纷化解豁然开
朗，费用发票兄弟平担，不存偏
颇，而老人又能老有所养，一举
两得。就这样，亲情的沉疴痼
疾顷刻间冰融雾散。在徐冬红
等的携力攻坚中，家事战线捷
报频传，相继收获了“全国敬老
文明号”“全省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示范岗”等系列荣誉。

施展：不言放弃
“孩子，坑蒙拐骗虽能得到

一时的放纵，而付出的却是自
由、声誉和未来，这笔人生账再
清楚不过，四个字，得不偿失。”
去年年初，面对曾一度自傲的
被告人小梅，施展的话语如同
良药，直击病灶。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虽然
对刑事犯罪深恶痛绝，但施展
更坚信，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并
非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严惩
敦促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从而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功效。

小梅是位 90后帅小伙，刚
步入社会的他眼高手低，找工
作自然四处碰壁。从自信的高
峰跌落至低谷后，小梅盘算着

“开发利用”自己的高颜值，在
网上虚构身份，冒充公司高管，
并迅速骗取了女网友陈某的信
任，等对方陷入迷恋后，他则以
各种托词“借”了6000余元，直
至“面纱”被揭开。

在 铁 证 面 前 ，小 梅 却 对
“骗”的犯罪本质百般狡辩。施
展搜集了大量类似案例，并结
合法条耐心讲解，终让小梅心
服口服。而在小梅两个月拘役
执行完毕前夕，施展又根据他
的修理特长，为其争取到了一
家企业实习的机会。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施展的付出换来
了小梅思想的升级换代和行动
的脱胎换骨，此后，小梅不仅迅
速偿还了被害人损失，还成长
为企业技术骨干。

不辱使命让人生焕发光彩
——市法院女法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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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娟

“多亏了公证处特事特办，
我们才能这么快办妥房产手
续。”3 月 20 日，与记者通电话
时，70 多岁的陈伟显得格外激
动，让记者一定要宣传公证处为
民服务的踏实作风。

事情还得从 20 多天前说
起。陈伟和老伴冯根娣在南京
有一套房产需要处理，必须夫妻
双方一起去办理签字手续。而
老伴中风卧病在床，两年前又患
有心脏病，病情更加严重，只能
艰难地说话，歪歪斜斜地写名
字，行动十分不便，不能亲自去
南京办手续。

陈老焦急万分，只能到市社

会服务大厅公证处窗口寻求帮
助，想出具一份委托公证书，由
他为老伴代为履行法律手续。
公证处相关负责人一边安抚焦
急的陈老，一边询问冯奶奶的身
体状况、表达情况等，立即表态
说：“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是
我们的分内之事。只要合乎政
策的事情，我们一定开绿灯，特
事特办。”

弄清情况后，公证处当即抽
调出两名公证人员开展调查工
作。陈老和老伴结婚五十多年，
期间搬家遗失了结婚证，今年1
月 3 日补办的结婚证。为了核
实两人的婚姻状况，两名公证人
员跑派出所、街道办、档案局、婚
姻登记处等地调查核实情况，又

到老两口居住地召集邻居开座
谈会，了解两人现实婚姻情况。
事实情况核实清楚后，公证处工
作人员又赶紧核对装订资料，很
快就为陈老办好了委托公证书，
让他能够尽快去南京办理手续。

“这其实是我们最基本最日
常的工作。”面对陈老的夸奖和
感谢，公证处相关负责人有些不
好意思，他说，公证工作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我们正不断建立健
全公证服务的工作机制，对外以
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为准则，对
内严格落实规范化工作，努力把
公证工作做实、做细，积极为群
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进
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

市公证处为民解难事获点赞

记者 张佳 王君蓉

“王宪真不简单啊。”“家乡人
为他的善举感到自豪。”“在家时
就是个热心肠，人到哪儿好事就
做到哪儿。”这几天，新街镇陈文
村的干群们在线上线下热议着该
村现任新疆自治区住建厅规划处
副处长的王宪，在当地勇救落水
儿童的事情。

3 月 27 日下午，记者电话联
系了正在新疆工作的王宪，了解
了当时的情况。王宪向记者介
绍，今年以来，自治区正在开展

“访惠聚”工作，自治区住房城乡
建设厅需要在伽师县克孜勒苏乡
阿亚格勒格勒德玛村进行驻村走

访，开展宣传落实惠民政策、做好
群众工作、办好实事好事等活
动。24日下午 6点多，王宪正和
他的同事来到特殊家庭阿斯木古
丽·阿卜都热依木的家中，了解民
情民意。突然听到院子外面传来
一声尖叫，王宪立即冲出院子，看
到一个小女孩漂在一个大渠中，
此刻的小女孩在湍急的渠水中已
经不再挣扎。跟着一起跑出来的
阿斯木古丽·阿卜都热依木发现
小女孩正是她2岁的女儿时，顿时
吓得瘫坐在了地上。见情况危
急，王宪立刻跳到渠边，将孩子救
了上来。

从水里救出的孩子由于呛水
时间过长已经满脸乌青,没有了

呼吸。王宪迅速利用自己曾经在
部队掌握的急救常识抱起孩子，
使其背部朝上，头朝下进行倒水，
并反复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见孩
子没有什么反应，他又不顾孩子
嘴里的痰和血水，跪在地上嘴对
嘴的进行人工呼吸施救，经过10
多分钟急救,孩子的眼睫毛动了
一下，王宪看到了希望。他继续
对孩子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孩子
一下子哭了，终于有了生命迹象。

“赶紧送医院。”王宪不顾满
身的泥水，立即叫上工作队员热
孜亚·艾叁、马国营，将孩子送往
乡卫生室进行治疗观察。医生诊
治后表示，孩子一切正常，王宪这
才松了一口气。当天晚上，孩子

就平安地回到了家。
第二天，王宪还和工作人员

一起去看望了小女孩。阿斯木古
丽·阿卜都热依木感动地拉着王
宪的手说：“谢谢，谢谢，谢谢你
们！要不是你们，我家孩子就没
命了。”

王宪奋不顾身勇救落水儿童
的事迹传遍了克孜勒苏乡阿亚格
勒格勒德玛村的每个角落,村民
们都对汉族兄弟英勇行为赞叹不
已。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新街镇陈
文村，王宪奋力抢救少数民族溺
水儿童的事迹也成为了美谈。王
宪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在危急情
况下尽了应尽的责任，不值得一
提。

乡友王宪勇救新疆落水儿童
大爱善举谱写民族一家亲

江苏政务服务“一张网”汇集全省所有
政府部门 3.6 万项在线服务、10 万项便民服
务和 8 万个办事、服务场所信息。市政务
服务中心各窗口工作人员积极主动为有需
要的群众下载江苏政务服务“一张网”APP
提供帮助。金莉莉 朱亮亮 摄

王建生 吴桂琴

3 月 21 日上午，东台采血点
办公室献血大厅内，四位身穿鲜
艳红马甲的志愿者卷起袖子开始
捐献血小板。

经过打听，这几位红马甲志
愿者是东台义工联献血服务队的
徐宏宽等四位资深义工。他们与
采血点前期联络沟通后，按照预
约的时间准时来到采血点，先配
合采血点工作人员做好各项检
查，然后依次进行捐献。他们每
人各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看
到采集成功，能帮助到血小板减
少的病人，不约而同露出了欣慰
笑容。

献血办负责人称赞说，徐宏
宽带队的这四位资深义工不但自
己积极捐献血小板，平时在采血
点下乡服务时也跟随献血车下乡
进行义务宣传和服务，他们这种
持续性常态化公益活动应该获得
大家的点赞!

据介绍，临床上血小板减少
的病人，只需要输注血小板而不
需要输注其他成分就能达到更好
的疗效。因此，徐宏宽等四位义
工的善举让那些依靠使用血小板
来维持生命的患者看到了希望。
他们的爱心和善举为身边人树立
了榜样!

血液在流动，爱心在持续!

爱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