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一盔一带”
行动开展以来，我县
通过各种渠道进行
宣传，引导电动自行
车骑乘人员佩戴头
盔。最近一段时间，

记者发现，马路上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骑乘人员越来越多了，但依旧
有部分人心存侥幸，没有佩戴头盔，受到了交警部门的处罚。其实，
从守护安全角度来讲，有没有交警查处，大家出行时都应提高安全
意识，让戴头盔成为日常规范、行动自觉。

让佩戴头盔成为行动自觉，要摒弃错误认识。戴头盔是对自己
负责，不是为了应付检查。头盔是保护骑乘人员头部的一种有效防

护工具，可以减轻头部伤害，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有些市民对戴头盔还存在一些误区。比如骑摩托车时，出行注意
安全就行，戴不戴头盔意义不大。还有的人认为，车辆缓慢行驶时，
也没必要戴头盔。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有关研究表明，正确戴安全
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60%至 70%。

让佩戴头盔成为行动自觉，需要全社会合力来推动。首先，相关
部门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头盔革命”的知晓率，在思想意
识层面做到进一步提升。其次，交警部门作为纠正违章行为的主力
军，要持续在街头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对过往骑行市
民进行教育。第三，公众主动预防伤害的意识也要“从娃娃抓起”，并
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扩大骑乘人员戴头盔的受众面。

骑乘戴头盔要成为行动自觉
张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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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几年的努力袁这位自讨苦吃的野陪读母冶竟蜕变为养老
护理专业上的野技术能手冶尧院寓老人真心喜欢的野贴心棉袱冶尧
院内众人佩服推崇的野学习标兵冶遥 她袁就是县社会福利院高级
养老护理员朱志娥遥
今年 38岁袁出生在兴桥镇津富村的朱志娥袁当年与众多农

家女孩一样袁离开校门便外出打工遥 2005年结婚结婚成家有了
孩子的她袁从苏南回到了家乡袁当起相夫教子尧耕种田地尧忙于
家务的贤妻良母遥

时光荏苒袁忙忙碌碌袁转眼 10多年过去袁昔日襁褓中的儿
子丁茂志已在乡下读完了小学遥深知初中是决定孩子成人成才
最为关键时段的朱志娥袁为能给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读书学习
环境袁与丈夫商定将茂志送到教学条件尧师资质量相对优越的
县城初中就读遥

考虑到茂志年少离家袁 日常生活及课外学习需人照料袁
2016年秋朱志娥带着儿子在学校不远处租下一间房子袁 当起
了野陪读母冶遥开学后袁忙碌惯了的朱志娥这才发现袁儿子一早上
学袁晚上自习结束才能回来袁自己在城里似乎无事可做袁不免感
到焦急起来遥

野就凭你在老家服侍照顾住院婶妈那股仔细认真劲袁若是
有职业资格证书袁去干养老护理一定不会差!冶堂嫂的一句开导
话点醒了朱志娥遥她说干就干袁到县人社部门报名参学袁很快考
得叶养老护理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曳遥 应聘进入县社会福利院后袁
朱志娥努力适应新环境袁全身心地投入服务之中遥

三号楼 87岁高龄的王奶奶袁个性较强袁心存多疑袁一般室
邻尧服务人员不愿接近遥可老人患有丹毒袁每次发病腿子肿得不
能动弹袁有时发烧体温高达 40多度袁甚至会出现昏迷现象遥 朱
志娥主动接近袁嘘寒问暖照顾老人遥每遇老人发病袁她一边用冷
水敷脸尧酒精擦身进行物理降温袁一边送医抢救治疗遥 闲时袁亲
昵地坐到老人床边袁家长里短尧谈天说地逗其开心袁慢慢地老人
把朱志娥视为亲人遥

一号楼刘爹爹原在金融系统工作袁或许是之前的职业优越
与退休中风后留下的后遗症有落差袁导致其性格古怪尧脾气暴
躁遥朱志娥真诚相待袁考虑到他手脚不便袁每天抢着帮老人做好
床上整理尧地下打扫尧洗衣晒被等内务事情遥这让起初持怀疑态
度的刘爹爹渐渐改变了对朱志娥的看法袁也愿意将自己的心理
话尧烦心事告诉她遥一次袁当朱志娥得知刘爹爹与儿子关系紧张
时袁一边婉转劝说老人要理解现在年轻人压力大袁一边找其儿
子指出不该计较老人一时气话袁终使他们父子关系得到改善遥

几年来袁朱志娥在坚持上班和照顾儿子的同时袁还持之以
恒挤出时间参加养老护理函授大专班学习袁以此提升自己的理
论及业务能力遥 2017年 6月袁 她报名参加市养老护理技能大
赛袁以理论与实践野双合格冶的优异成绩袁被破格评为野高级养老
护理员冶遥

2018年 7月开始袁院领导让朱志娥先兼任食堂服务员尧管
理员袁后又负责膳食部的日常事务遥 朱志娥懂得负责老人聚集
的福利院膳食袁可谓是野官小责大冶遥

首先袁众口难调遥老人如小孩袁每个人对饭菜的要求不尽相
同袁为此她走入老人之中征求意见袁从荤素搭配尧营养均衡上解
决大多数人饮食问题袁 对少数病号或特殊老人则采取因人订
制袁竭力满足遥一号楼周奶奶因尿酸高导致痛风袁平时不能食用
豆制品尧海鲜及动物内脏等菜袁朱志娥专门为其野开小灶冶遥 309
室杨奶奶身体不适想吃鱼汤袁当时食堂没有存鱼袁朱志娥得知
特地赶到市场买回野生草鱼袁烧好汤送到老人手上遥 老人感动
不已院野小朱比我姑娘待我还亲呢!冶

其次袁人命关天遥 福利院人口众多袁用菜量较大袁食品安全
显得尤为重要遥对此袁朱志娥从供菜尧清洗尧烹饪尧配送等方面入
手袁层层把关袁决不让有问题的饭菜进入老人嘴里遥今年疫情期
间袁福利院全员封闭不得与外人接触遥一次袁签约供货人按约送
来一批蔬菜袁因不能当面验收袁待朱志娥拿到蔬菜时发现该批
次质量新鲜不够袁当即电话要求供货人组织一批新鲜蔬菜送来
替换遥

领导的信任袁既给了朱志娥极大的鼓舞袁又激发起她甘于
奉献的热情遥 2月中旬袁省民政厅决定组建援助湖北养老服务
领域抗击疫情志愿者预备队伍袁要求各县区落实一人参加遥 得
知消息的朱志娥挺身而出袁主动报名前往袁并被列入省第二批
赴鄂人员名单遥后虽因疫情好转袁援助队伍备而未用袁但她的勇
气与精神令人称赞遥

朱志娥：“陪读母”的精彩蜕变
本报通讯员 郭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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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民对养狗的热
情逐渐攀升袁我县犬只的数
量逐渐增加袁 如何文明养
犬袁 让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袁
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遥
近期袁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调查遥

在恒隆广场和太阳城
步行街袁前来购物尧逛街的
市民不在少数袁人群中不乏
遛狗者的身影遥记者观察发
现袁 养犬人的年龄跨度很
广袁其中年轻人及中年人占
较大比重袁有的遛狗人士会
牵绳袁有的一些宠物狗如泰
迪袁 狗主人则没有牵绳袁许
多狗都没有戴狗套遥

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
市民袁市民顾磊认为院野遛狗
一定要牵绳遥最好不要到这
种人多的地方袁一定要去人
少的地方袁还要及时清理宠
物狗产生的排泄物遥 冶

市民滕达希望狗的主
人在关注自己爱犬的同时袁
多关注考虑周围群众的感
觉袁对爱犬加强管理袁及时
进行健康检查尧注射疫苗遥

说起养狗袁不得不提的
就是狂犬病袁狂犬病是狂犬
病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病袁
95%的狂犬病病例来源于犬
的咬伤和抓伤遥加强犬只免疫袁从源头切断疾病
传播袁是目前公认的预防狂犬病的最佳方法遥

宠物店店主周胤藩告诉记者院野作为宠物
店袁我们零售的犬只袁都是来自正规的渠道袁正
规的犬舍遥我们都会检测宠物的健康袁确认健康
后袁再销售给顾客遥 同时袁犬只被主人购买走的
时候袁我们都会叮嘱主人袁以后每年都要定时给
宠物注射疫苗袁出门遛狗一定要牵引绳袁做到文
明养犬遥 冶

对于不少养狗的人来说袁 选择养狗的初衷
或多或少源于狗温顺的性格袁憨态可掬的形象袁
但既然选择了养狗袁就要承担养狗的责任遥 野爱
狗人士冶陈立志介绍院野当初选择养狗袁就是因为
看中了狗的乖顺尧 顺巧袁 所以养了这个金毛 3
年遥 我一般会选择在操场上遛狗袁而且要牵绳袁
考虑他人的感受遥 冶

是否文明养犬袁 能折射出一个人素质的高
低遥 文明养犬袁 不仅体现了一个公民的良好素
质袁也会减少厌狗人士的反感和投诉袁使大家都
接受养狗尧认同养狗袁营造一个人与宠物和谐共
处的理想社会遥狗狗在主人心中如同孩子袁养孩
子除了让他吃饱穿暖尧身心健康之外袁家长还要
承担教育培养的义务袁 把小孩培养成对社会有
用的人遥 养狗也一样袁要教育培养袁比如在公共
场所要捡拾狗狗的大便袁 养成爱护公共环境卫
生的好习惯曰又比如要安抚好狗的情绪袁不让它
长时间大叫袁影响邻居正常的生活曰出门遛狗做
足安全措施袁避免惊吓到其他人或咬人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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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 10日是第 36个教师节遥 每年的教师节袁老师自
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袁他们为人师表尧无私奉献袁春风化雨润
桃李遥 对于特校的老师来说更是如此袁面对折翼的天使尧失语
的精灵尧星星的孩子,是特教老师为他们的人生旅途开辟前进
的道路袁呵护这些先天不足的幼苗茁壮成长遥

9月 8日袁记者来到县特殊教育学校采访遥踏进校园袁记者
奔着活动室的方向走去袁便听到传出的阵阵野叮叮当当冶敲击
声袁走近才发现是孩子们拍打铃鼓发出的声响遥 此时袁孩子们
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完成律动课的内容袁如果不做说明袁很难想
象眼前这一群都是听力有障碍的孩子遥 正因如此袁要想让孩子
们步调一致合拍袁需要从最简单的节拍日复一日的练习袁考验
的不仅仅是老师的耐心遥

该校大队辅导员陈宙介绍院野我们教孩子们用手来拍铃
鼓袁感受它的震动遥 由于听不到声音袁对音乐的感知还是很弱

的袁所以需要靠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袁然后通过视觉看老师做
出的手势袁根据手势来感悟音乐的节奏感遥 冶

在盲童的班级内袁 记者见到了正在给孩子们声情并茂讲
解语文课的李红老师遥 当年高中毕业后的李红做出了成为一
名特校老师的选择袁 对她来说袁 这是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决
定遥 从教以来袁李老师付出了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浇灌这些幼
苗袁孩子们的乐观阳光也在感染着李老师遥

李老师动情地告诉记者院野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
候袁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遥 那我们老师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爱
心袁和他们一起来认知这个世界的美丽袁让他们也能够拥有一
个丰富多彩的人生遥 今年的 9月 10日是我的第 2个教师节袁
一路走来袁有很多的心酸袁但是也充满了快乐袁我希望我的孩
子们袁每天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遥 冶

对于这些平均年龄 10岁的盲童来说袁虽然看不见世界的

色彩缤纷袁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袁对于事物的好
奇袁烂熟于心的盲文课本见证着这一路走来的不易袁每一个刻
下的字都离不开老师手把手的教导遥

学生张小雅渊化名冤对记者说院野我七岁的时候就来到了学
校袁课上袁老师教我学习知识曰课下袁老师引导我和班上的同学
成为好朋友遥 我非常感谢老师教导我遥 教师节到了袁我祝所有
的老师节日快乐遥 冶

非常喜欢乐器袁立志长大后成为音乐家的周季煊渊化名冤
也祝老师节日快乐袁 他说院野老师像大树一样袁 为我们遮风挡
雨袁老师又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们袁呵护着我们遥 谢谢您袁老
师浴 冶

聋生班的孩子们也为老师准备了一个惊喜袁 作为教师节
礼物送给老师要要要叶谢谢你曳的手语操遥 统一身着校服的孩子
们青春富有朝气袁 老师们既高兴又感动袁 也加入到表演的行
列袁和孩子们一起完成这样一个感恩的作品遥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们要要要特校的老师遥 由于先天因素袁
有的孩子们可能会忘记老师是谁袁 有的甚至永远都看不到老
师的相貌袁有的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袁但老师们仍以百倍地付
出袁传道授业解惑袁努力帮助这些幼苗成长成才遥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本报记者 张鑫 张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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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淤图于为新兵在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进行
为期 10天的役前训练遥

我县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袁带着
报效祖国的志向和家乡人民的期望袁
即将奔赴火热的军营袁开启人生的新
征程遥 据悉袁今年批准入伍的新兵袁是
从全县应征青年中精挑优选出来的袁
个个生龙活虎袁人人意气风发遥 他们
接受祖国挑选袁服从祖国需要袁奔赴
祖国四面八方的军营遥

吴炘恒 郭开国 摄

图盂图榆为我县组织以野飞扬青春旋律 助力强军
梦想冶为主题的慰问演出欢送新兵入伍遥

本报讯 渊记者 张学法冤9 月 6 日晚上 8
点袁由县淮剧团排演的淮歌叶爱不够的地方是射
阳曳正式走进央视叶一鸣惊人曳栏目录制现场的
舞台遥 这是继 2017年 3月 2日袁县淮剧团在中
央电视台叶一鸣惊人曳栏目录制小淮剧叶世界名
犬曳和叶秦香莲曳后袁第二次走进央视叶一鸣惊人曳
栏目遥

9月 5日袁 一辆大巴承载着射阳淮剧团全
体人的梦想袁更承载着射阳人民的期望袁驶向北
京遥十几个小时的行程疲惫袁却怎么也遮掩不住
全体演员们的喜悦和自信遥 9月 6日晚上 8:00袁
淮歌叶爱不够的地方是射阳曳终于登上了叶一鸣
惊人曳的舞台遥 录制结束袁王平尧吴琼尧崔伟三位
评委老师做了高度的点评遥 吴琼老师大赞了淮
剧的精美与魅力遥崔伟老师则点评道袁用戏歌的
形式袁如此强大的阵容袁来赞颂家乡的强大与美
丽袁在叶一鸣惊人曳的舞台上袁确属罕见遥 这首淮
歌是今年二月份县文艺工作者为鼓励全县人民
抗击疫情而创作的袁 由县淮剧团排演并录制
MTV袁一经发布就获得了大众的喜爱遥

本次拍摄袁用戏曲尧歌舞融为一体的表演形
式袁将野东方湿地鹤乡冶尧野水绿生态港城冶的美丽
射阳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遥

本节目将于国庆期间袁央视 11频道与全国
人民见面遥

县淮剧团再次走进
央视《一鸣惊人》栏目

渊上接一版冤 吴冈玉说袁今年以来袁我县深入
贯彻落实市委尧市政府决策部署袁扎实做好野六
稳冶工作袁全面落实野六保冶任务袁坚定野两海两
绿冶发展路径和野四新盐城冶目标追求袁聚焦聚力
强动能袁善治善为强作风袁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遥 地区生产总值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尧规上
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市前
列袁工业经济指标全部实现正增长袁连续四年入
选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遥以增量推动为核心袁在
疫情期间全面推行云端招商方式袁 保证招商不
断线袁先后引进亨通海缆尧恒远新材料等一批单
体投资规模 30 亿元以上的新能源尧 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袁大连重工尧杜倍高纺
等一批重大项目开竣工袁 实现了经济规模和经
济效益的持续增长遥以产业提升为导向袁围绕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尧 加快集聚新兴产业尧 抢先布
局未来产业袁依托远景尧华能尧中车等龙头企业袁
以国际化视野打造海上风电产业新城曰 完成光
明银宝重组辉山乳业尧益海粮油实现扩容袁加速
健康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曰 充分放大电子信
息产业园尧题桥产业园等功能平台野磁吸效益冶袁
力促电子信息尧 高端纺织等产业链条向两端延
伸袁推动野3+3冶主导产业向野3+3+N冶发展遥以转
型升级为支撑袁深入开展园区野等级创建冶野三项
清理冶袁深入实施野星企领航冶野百企升级冶和野专
精特新冶小巨人培育计划袁今年有望培育开票销
售超 20亿元企业 4家尧星级企业 15 家以上遥我
县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尧 市政府对工业经济的
新部署尧新要求袁虚心学习兄弟县渊市尧区冤经验袁
狠抓落实袁扎实推进袁全力 推动射阳工业经济
再上新台阶袁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射阳力量遥

与会人员还观摩了我县天谷数字尧 长风海
工装备尧远景能源尧中车集团尧光明银宝乳业等
项目尧企业现场遥会上袁市直部门尧县区相关领导
发言遥

全市工业经济现场
推进会在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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