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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游泳者注意安全。

“水宝宝”服务队整装待发。

志愿者乘冲锋舟巡河。

记 者 宁 如 娟 通 讯
员 封宇平

5 月 10 日上午，趁着滴
滴跑车的空隙，市红十字水
上救援志愿者协会成员曾理
来到大祥区西外街附近，将
协会办公室内的救生衣、救
生圈等救援装备认真清理一
遍，为即将到来的水上救援
关键期做足准备工作。“不久
就要进入游泳高峰期，我们
的水上救援工作也得同步跟
上。”

曾理所在的市红十字水
上救援志愿者协会成立于
2018年元旦，由75名冬泳爱
好者组成。一年多来，这支水
上救援队伍坚守在市区资江
流域，义务开展水上救援工
作，成为资江上的生命守护
者。

救援沉着冷静 义务
默默坚守（小标）

协会副会长曾庆雄清晰
地记得，去年 8 月 8 日 17 时
许，巡逻队巡逻至桂花大桥
时，天气骤变，狂风暴雨即将
到来。察觉情况异常后，水上
救援志愿者立即赶到雪峰桥
附近的游泳集中区域，一边
用喇叭提醒游泳爱好者赶紧
上岸，一边对一些体力不支
的游泳爱好者施以援手。“当
时已经狂风暴雨，施救难度
很大。”尽管如此，救援人员
仍然沉着应对，成功帮助 30

余名游泳爱好者脱离险境，
区域内 100 余名游泳爱好者
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人伤亡。

与惊心动魄的救人场面
相比，水上救援志愿者多数
时间都是默默守护在资江河
面或河岸上，提醒游泳爱好
者时刻注意安全，开导岸边
有轻生意念的市民。“将安全
事故扼杀在萌芽状态，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曾庆雄介
绍，该协会的志愿者来自各
行各业，有老师、司机、企业
负责人等，大家都义务贡献
时间和技能，参与水上救援
工作。身为一名滴滴司机，曾
理很乐意每天腾出两个多小
时来参加巡河工作。“虽然会
影响工作收入，但守护生命
这件事很有意义，我觉得很
值。”

市水利局赞助一艘冲锋
舟，便于协会水上巡河、救援
作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赞
助 3 万元，帮助协会添置救
援装备；邵阳扬子巴士油料
公司捐赠 5000 元，用于协会
巡河时添加汽油。付书友说，
一年多来，水上救援志愿者
协会在部分单位的帮助下，
救援设备不断完善。下阶段，
在获得更多赞助的前提下，
协会将添置水下生命检测
仪、水下潜水衣等救援装备，
并计划在资江两岸固定放置
部分救生圈，方便随时开展
救援工作。

资江上的生命守护
记 者 刘 波

通讯员 罗文明 阳 峥

本报讯 5月13日至14
日，邵阳高速公路管理处绥
宁路政大队巡逻人员连续遇
到两起令人担心却又哭笑不
得的事——连续两天，一位
老人和一名年轻人先后走入
高速公路，目的竟然是为了
拾荒。

5 月 13 日上午，巡逻人
员巡查至武靖高速东往西
方向 K30 处，发现一名老人
正手提尼龙袋，步履蹒跚
地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行
走。他时不时弯腰查看草
堆，好像在找东西，全然不
顾身边飞驰的车辆。巡逻
人员立即靠边停车，并上
前询问情况。

经询问 ，老人今年 82
岁，是附近村民，平日里没事
就出来散散步，拾荒挣点钱。

经 过 耐 心 沟 通 、反 复
宣讲，老人终于意识到了
行人上高速的危害，在路

政 人 员 护 送 下 离 开 了 高
速路。

第二天，路政人员在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时，在武
靖高速西往东方向 K18 处，
又发现一名拾荒男子。当
时，他背着袋子，一会走上
应急车道，一会蹿至超车
道，来往车辆纷纷紧急避
让，险象环生。

见此情况，路政人员立
即拉响车载警报器，并喊
话要求其立即靠边，可男
子并没有作出回应，继续
在超车道上行走。为防止
意外，路政人员立马将车
停至路肩，下车将男子带
至安全区域。

经了解，该男子是附近
村民，由于身材较小，他利用
隔离栅覆盖下的水沟空隙爬
进高速，捡拾些废品。随后，
路政人员向男子讲解了相关
法律法规，最终，男子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危险，并承诺以
后不再步行上高速。

两男子高速路上拾荒

路政人员紧急劝离

记者 朱杰 通讯员 肖佳

本报讯 5 月 14 日 13
时，市自来水公司24小时客
服热线8963333接到红旗路
中心医院附近一门面用户
的报修电话，客服人员将任
务录进工单系统。1 时 30 分
许，王雄球等几位维修人员
赶到现场，对无法关紧的表
前阀进行处理。用户对市自
来水公司报修接处的效率
表示满意。

这几名维修人员来自
市自来水公司今年3月新成
立的“水宝宝”服务队，这支
队伍专门处理8963333接到
的市民有关用水、表务等方
面的问题，并推出了“30 分

钟响应，2 个小时内到达现
场”“当天事当天毕”等特色
服务。成立这支队伍的初
衷，就是为了能快速解决市
民的用水问题，过去因为城
区大、队伍少，因此响应时
间较长。“别让市民多等。”
今年 3 月，经过酝酿，市自
来水公司整合计量部门人
员，划分服务区域，使用手
机工单系统，加快接单效
率，缩短市民等待时间，成
立两个月来，“水宝宝”服务
队严守承诺，为市民维修解
决用水问题1700余起，受到
了市民的肯定。14日，“水宝
宝”服务队搬入新的办公场
地，重装出发为市民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

“水宝宝”服务队整装上线
专门处理8963333接到的市民有

关用水、表务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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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沉着冷静 义务默默坚守

该协会发起人之一付书友说，
每年各地都有花季少年游泳溺亡的
悲剧，这些意外事故让他们很是痛
心，冬泳爱好者们决定利用自己的
游泳特长，参与水上救援工作，水上
救援志愿者协会由此诞生。“希望通
过我们的努力，降低意外事故的发
生率，挽回更多鲜活的生命。”

进入夏季，随着气温的上升，游
泳市民也逐渐增多。为此，水上救援
志愿者协会将每年6月至9月底，定
为水上救援工作的重要时段。期间，
每天 17 时至 19 时 30 分，该协会都
会安排一支 4 人巡逻队，搭乘冲锋
舟、带上救生装备，对资江一桥至桂
花桥的河流区域来回巡逻。巡逻时，
队员们一边密切关注河面上游泳人
群的状况，及时发现需要救援的人
员，一边不停地用喇叭喊话，提醒大
家注意安全。曾理说，“多数溺水事
件都是因为安全意识薄弱，我们通
过安全警告，让大家强化安全意识，
形成警惕心理。”

水上救援技术性强，危险性高，
不仅对志愿者的体力有严格的要
求，还对其技能有较强的考验。“水
上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只有几分
钟，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
完成救援工作。”付书友说，如今，经
过多次参加紧急救援等培训，该协
会所有成员均熟练掌握了科学救援
技能，并获得市“红十字救护员证”。
一旦发现有人溺水，救援队会先让
溺水者抓住救生圈，再通过喊话稳
定溺水者的紧张情绪，最后再近距
离施救。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救援队
一边拨打 120 急救电话，一边对溺
水者实施心肺复苏等紧急处理措
施，确保救援科学、有效。

四个月定时巡河

科学水上救援

记者记者 宁如娟宁如娟 通讯员通讯员 封宇平封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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