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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时节，又见农路变晒场
由此引发交通事故，晾晒者须依法担责

本报讯 6 月 3 日晚 8 时许，市民张
女士驾驶电动车回家经过东海镇建民村
时，一路段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麦子。行
驶过程中，因车轮打滑，张女士无法控
制住电动车，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导致
肌肉损伤。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惠萍中队民警接
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处置，经看，该路段有
近千米的路面都被铺上了麦子。在该路段
上晾晒麦子的系连云港籍在启务农人员
陈某。当天，陈某图省事，将刚从田里收割
的麦子，直接铺在了居住地附近的水泥村
道上晾晒。
记者从全市多个基层交警中队了解
到，5 月下旬以来，全市已发生多起因路面
晾晒农作物而引发的交通事故。
“在近期的巡逻中，我们发现，把水泥

村道或其他道路当成晾晒场的村民还真
不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民
警徐卫兵告诉记者，由于水泥村道平坦宽
阔，不少村民把它当成了现成的晾晒场，
有的人甚至操持着农具，站在路中央晒麦
子、麦秆，全然不顾来往的车辆，实在是太
危险了。
为此，城区二中队于近期开始组织警
力利用广播和巡逻车对村民进行宣传和
劝阻，向谷农耐心细致地讲解将谷物晾晒
在道路上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但仍有不
少人置之不理，图一己之便，给交通安
全埋下了隐患。据了解，仅上周，城区
二中队就累计查处、协助清理了 20 余起
在农路上晾晒农作物的行为，教育群众
30 多人次。“这段时间，晾晒的大多是
麦秆和麦子，蚕豆等其他农作物也将收

获，
‘农路晒场’肯定还会增多。”徐卫兵对
辆的碾压还省却了打谷的麻烦。这种种
此表示担忧。
“便利”成了农民知法犯法的驱动力。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据市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徐荣介绍，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
目前，全市建成南通市级粮食烘干中心
从事非交通活动。警方提醒：粮食收获季
28 个，启东市级粮食烘干点 17 个，粮食
节，乡村道路成为晒粮场，这使道路存在
烘干机 175 台，产地日烘干能力达 2400
较大交通安全隐患，车辆遇到麦子、玉米、
多吨，基本满足种粮大户的烘干需求。
蚕豆等，很容易打滑、跑偏；车辆为躲避行
这些粮食烘干设备除了满足农场、合作
人易产生刮擦、追尾；秸秆卡进车里影响
社本身的生产需要外，还为周边农户提供
刹车效果，容易导致车祸发生，严重者甚
服务。
至可能导致车辆着火、人员受伤。在道路
（朱俊俊 蔡德胜 顾凯健）
上晾晒农作物是违法行为，一旦因此引发
交通事故，晾晒者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甚至是刑事责任。
为何农路晒场屡禁不止？目前，农村
居民自家场地空间有限，加上太阳照射下
的水泥路面热量高，晒谷效果好，行人车

粗心乘客丢失钱包
车站员工接力送还
本报讯 6 月 6 日下午，旅客董小平将一面书
有“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锦旗交到了启东客运站
值班室，
感谢售票员费利娜和值班长盛卫平。
5 月 15 日上午，董先生乘坐大巴去上海总站，
驶上高速后，董先生发现兜里的钱包不见了，内有
1200 多元现金，还有银行卡和身份证等。这时，启
东客运站值班长盛卫平打来电话，
告知董先生的钱
包是在买票时忘记在了售票窗口，
售票员费利娜捡
到后将钱包交到了值班室，
值班长盛卫平在钱包的
夹层找到一张提货单，
上有董先生的电话，
即第一时
间联系上了他。
了解董先生是去上海上班，
要过段时
间才回来，
盛卫平征得董先生同意，
将他的钱包交由
下一班前往上海总站的驾驶员带去上海。
6月6日下
午，董先生休假回到启东，第一件事情就是拿上锦
旗，来到启东客运站表达谢意。
（黄晓燕 周玲屹）

幼童头部卡进护栏
消防队员破拆施救
本报讯 6 月 11 日上午，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称：
位于启东高新区海韵广场 2 层楼楼梯口，
一名
幼童的头卡在栏杆里。
滨海专职消防队迅速出动赶
往事发地点，
经过紧急处置，
孩子被安全救出。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幼童的头部卡在大
理石栏杆内无法动弹，消防员一边安抚被困幼童，
一边部署救援行动。幼童只有一周岁左右，哭闹不
止，一名消防员翻出栏杆站在狭窄的平台上掏出
手机给幼童看动画片来稳定其情绪。考虑到现场
空间狭小，且栏杆周围有锋利的棱角，防止对幼童
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使用手动破拆工具，然后将
幼童身体慢慢托起，使其头部移动到栏杆缝隙较
宽的位置，顺利将幼童救出。 （徐燕燕 王天威）

结伴共度
“最后一晚”
6 月 10 日晚，慕卿幼儿园举办“今夜欢
乐颂”大班幼儿毕业露营活动。大班小朋友
在老师的陪伴下，自搭帐篷、看露天电影、篝
火联欢、T 台走秀，为幼儿园生活留下一份
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潘杨摄

耄耋老人骑车摔倒
警民联手助其回家
本报讯 6 月 5 日，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骑一
辆人力三轮车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所幸老人得
到热心市民帮助，并在民警的协助下，成功地联系
到了家人，老人得以顺利回家。
当天 15 时 30 分许，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二
中队接 110 指令，人民路港西路口有一老人骑一
辆人力三轮车摔倒在地。民警徐卫兵接到指令后，
与同事立即赶赴现场，看到有一名女子正扶着一
位老人。民警立即上前一同搀扶老人，另一位民警
一边给老人喂水，一边为他擦汗。过了一会儿，老
人有了意识，虚弱地告诉民警家人的手机号码。很
快，老人的儿子赶到了现场。
原来，老人今年 89 岁高龄，家住城河新村，当
天下午他骑着人力三轮车前往市区溜达，骑到人
民路港西路时，由于体力不支，在上坡时不慎摔
倒，自行无法站立。市民翁女士见此情况，马上停
车扶起老人，并迅速报警求助。
（朱俊俊 蔡德胜）

在启东，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点滴做起守护美好家园——

用行动传递绿色力量
本报记者 刘吟菊 袁竞 汤钦云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记者前往市
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采访了会长季金卫。
启东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的前身
是成立于 2014 年的爱尚公益团队，致力
于关爱困境儿童。就在这一年，在上海一
家台资企业工作的季金卫，加入上海慈济
环保站，真正成了一名环保志愿者。
“我们
在水池下放置水桶，收集一整天的洗手
水，循环再利用。每次四五秒的水流，一次
次，竟攒了一大桶。”季金卫说，这是他印
象最深刻的一次公益活动，
“环保之事，无
大小之分，唯有身体力行。
”
2015 年，季金卫回启创业，与爱尚公
益团队结缘。从事文化产业的他，积极利

用现有资源，扩大影响力，传递正能
量，很快在团队中担当起了“主力”。也
是在季金卫的建议下，爱尚公益团队开
始关注环保公益。季金卫带领团队多次
走进社区、镇村宣讲低碳节能生活常
识，发放环保宣传手册、环保宣传品；
定期组织志愿者检测河道水质，积极保
护水环境，不向河道排污，不倾倒垃圾，不
损坏河道设施。
2018 年 3 月，启东市环境保护志愿者
协会正式在市民政局注册登记，会员人数
达 305 人，季金卫也成为首批江苏省“环
境守护者”。当年 6 月，协会近 200 名志愿
者走上街头，开展“烟头不落地启东更美
丽”志愿活动，到市客运站、城区道路、公
园广场和网吧等场所进行控烟和“烟头不

落地”文明劝导。43 岁的蔡荣健也是参与
者之一。
“平常，我自己吸烟，有时不注意，
烟头随手就丢了。”蔡荣健说，当天，他捡
了数百个烟头。
“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就可
能带给环境及环卫工人巨大的负担。”从
那之后，蔡荣健在外尽量减少吸烟，并做
到烟头丢入垃圾桶。
2018 年 9 月 15 日，国际净滩日。协会
志愿者及社会各界环保人士 160 多人，前
往高新区月亮湾，清理海滩垃圾，并称重
记录，希望用数据唤醒公众对海洋垃圾问
题的关注。3 个多小时，他们共清理海岸线
400 多米，捡拾海滩垃圾约 400 公斤。也
是在这一次活动中，协会吸纳了一批新鲜
血液。季金卫印象最深刻的是王晓军，
“他
在药企工作。我们每次开展活动，他只要

有空，都会来参加。但我极少见到他开车，
不是骑自行车就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季金卫说。
当你在街头吞云吐雾，一个可爱的孩
子跑来，
递过一颗棒棒糖，
换走了你手中的
香烟，你作何感想？刚刚过去的“六一”，市
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参与发起“用我的一
颗糖换你少抽一根烟”公益活动。30 多名
小小志愿者集结吾悦广场，寻找以糖换烟
的对象。这场“甜蜜的交换”，改变了启东
的一群人，也美丽了启东这座城。
“6 月 16 日，父亲节。我们还将开展
2019‘三地同心护海洋’联合净滩行动，
香港、澳门、内地，一起行动，把呼吸还给
海洋。”季金卫说。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加
入到环保事业中来，共建美好家园。

6 月 9 日，
南阳镇安平村第三网格开展了一次别
开生面的
“平安法治”
网格特色活动，
社区民警和法
官进行农村普法案例宣讲，
村民们一起参观
“网格微
家”
，
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知识竞答。沈顾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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