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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水 通 知
兹因排除消防隐患，需对消火栓进行更换，定

于2021年5月14日14时——2021年5月15日2时

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钢中路（柏杨树北二巷——涧河城柏街）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3日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王
垚垚）两岁男孩走失后，将一位女士错认为
妈妈，一路跟着进了公园。“妈妈”发现后，
细心照顾小萌娃，并报警求助。5月 13日，
鼓楼派出所民警帮助萌娃找到了妈妈。

当天上午 11时 39分，鼓楼派出所接到
110派警指令：王女士年仅两岁的儿子在半

坡西街附近走失。接警后，民警刘钺、梁俊
杰迅速带领辅警赶到现场。王女士说，她
刚才带着孩子在半坡西街一家商铺购物，
挑选好商品准备结账时，发现身边的孩子
不见了。

就在民警询问周围群众时，鼓楼派出
所又接到一起警情：市民刘女士报警，在羊

市街西海子公园门口，一名两岁左右的男
孩找不到家人。“会不会就是王女士的儿
子？”民警立即带着王女士赶了过去。一到
公园门口，王女士悬着的心便放了下来，儿
子正安然无恙地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一开始，我没有发现小家伙一直跟着
我。”报警人刘女士说，她当时办事路过半

坡西街，准备进公园才发现一名可爱的萌
娃一路小跑地跟着自己。刘女士转身询问
时，小男孩喊了一句“妈妈”，随后便呆立不
动了。刘女士这才知道，原来小萌娃认错
妈妈了。

萌娃认错妈 一路跟着跑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温强）5月 12
日，一男子与家人争吵后，
在长风桥跳河轻生。接到
有人呼救的报警，长风派
出所民警和一位见义勇为
中年男子，联手施救，成功
将男子救起。

5月 12日 2时许，正在
巡逻的长风派出所民警，接
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称有
路人听到长风桥下的河道
中有人呼喊救命。接到指
令，民警很快赶到事发地

点，果然看到有人正在河水
中挣扎。民警立即展开营
救，一名恰巧路过的中年男
子也伸出援手。最终，在中
年男子和 3 位民警的共同
努力下，男子被成功救起，
而见义勇为的中年男子未
留姓名，便匆匆离去。

经询问，男子还不到20
岁，因琐事与家人发生争吵
后负气跳河，但刚刚跳下便
感到后悔，急忙呼救。随后，
民警耐心开导男子，并通知
了他父母，将其接回家中。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宿虎云）5月
13 日，高速交警一支队二
大队消息，5 月 12 日，呼北
高速临离段白家山 3 号隧
道离石方向，已开始进行
病虫害处置施工。施工将
持续至 7 月 12 日，施工期
间交警采取了相应管制措
施，请大家注意。

施工期间，大武枢纽
至枣林收费站（临县至离
石方向）半幅封闭，禁止车
辆通行。临县去往枣林方

向的车辆绕行吕梁环城高
速与青银高速。大武互通
处去往枣林方向的匝道将
被封闭。信义、大武入口
去往枣林方向的所有车辆
请绕行青银高速。

又讯（记者 张晋峰）
5 月 13 日，交警支队消息，
根据市政府决定，奶生堂
（羊市街——奶生堂东巷）
于 5 月 13 日至 8 月 31 日进
行道路改造，施工期间，施
工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
行。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温强）晋中
男子赵某，发生交通事故
后，看准肇事司机驾照被
暂扣，怕被查处的心理，谎
称要到交管部门“销案”，
诈骗了对方 5000 元。5 月
13日，万柏林警方通报，赵
某已被兴华责任区刑警队
民警抓获。

今年 3月中旬，25岁的
晋中人赵某与受害人张先
生，在府东街发生了一起
交通事故。双方协商时，
张先生希望赵某不要报
警，并进行了赔偿。赵某

套出了张先生的实话，得
知张先生的驾照因超分被
暂扣，于是谎称事故刚刚
发生时，他已经报警，如果
想“销案”，可以找关系，但
需要“活动经费”。就这
样，赵某轻而易举地骗到
了 5000 元钱。事后，张先
生多方打听才知道，赵某
没有报警，也根本不需要
销案，这才向警方报案。
了解案情后，民警火速赶
往晋中，在太古县将赵某
抓获。

目前，赵某已因涉嫌
诈骗被取保候审。

为隆重纪念
建 党 100 周 年 ，
重温党的光辉历
史，增强党员群
众的爱国情怀，5
月 13 日上午，迎
泽区桥东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
举办“游千载府
城，读百年党史”
主题画展，并举
办党史讲座，增
强大家对党史的
学习。

侯慧琴 摄

本报讯（记者 侯慧琴）5 月 13
日，在第 31 次全国助残日公益捐赠
活动中，山西如常残疾人集中培训就
业基地向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
10万元助残善款和价值 20万元的爱
心助残物资，几十名残障人士也现场
受助，并挑选自己心仪的培训专业。

当天上午，我市几十名残障人士
代表来到山西如常残疾人集中培训
就业基地。该基地为残障人士设有

茶艺、木雕、永生花制作等多个实用
性较强的专业。除了为残障人士免
费提供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还帮助
大家解决后期就业和创业问题，“一
条龙”式的服务受到残障人士的欢
迎。凭借自学雕刻手艺走上自强之
路的残障人士殷彬表示，愿意成为助
残志愿者，教授更多残障人士学习雕
刻技术。

为了帮助更多残障人士，该基地

向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 10万元
助残善款和价值 20万元的爱心助残
物资。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
董先表示，助残事业需要社会各界的
大力支持， 基金会也会在社会监督
下切实用好善款，将爱心助残物资发
放到位。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也
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扶残助残
行列来。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讯
员 吴昌青）5 月 13 日，杏花岭区在
北方广场举行“巩固残疾人脱贫成
果，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主题宣传
活动。在“全国助残日”前后，该区结
合文化助残特色项目举办系列活动，
弘扬扶残、助残良好的社会风尚。

当天上午，北方广场非常热闹。
汾河之声合唱团、富力华庭管乐团、
芳华舞蹈队、龙潭舞蹈团成员，以及
残疾朋友和家属表演了管乐演奏、手

语歌、舞蹈、合唱等十多个节目。《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
光辉》等节目凝聚了爱党爱国正能
量，胜利西街社区“蜗牛之家”的孩子
们表演的手语舞《感恩的心》赢得了
阵阵掌声，区特教学校学生带来的阳
光活力《特奥加油歌》将活动推向高
潮。

在活动现场，杏花岭区残联还组
织残疾人服务机构开展了法律援助、
心理咨询、口腔义诊、义务理发等形

式多样的助残服务，并通过张贴宣传
海报、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重点宣
传和展示残疾人权益保障、就业扶
持、阳光托养等惠残政策。

据介绍，在“全国助残日”前后，
杏花岭区残联结合该区文化助残特
色项目，大力开展“上门送康复”、辅
助器具适配、困难残疾人救助、就业
创业帮扶、地铁出行体验、风筝制作
与放飞、兴趣培养与特长发掘行动等
系列帮扶送温暖活动。

杏花岭区

帮扶活动 丰富多彩

爱心温暖残障人士

高速公路施工
采取交通管制

小伙跳河轻生
警民联手施救

谎称可以“销案”
诈骗肇事司机被拘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郭瑶）为切实提高残疾人技能，促进
残疾人就业。5月 11日，万柏林区首
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大赛赛程两天，来自 14个街
道残联和西山煤电残联选拔的 69名
不同类别的残疾人选手在编织、剪
纸、插花、烹饪、面点、保健按摩等六
项职业技能中展开激烈角逐。赛场
同时设立雕刻、书法、绘画、编织、剪
纸等优秀残疾人技能作品展示和现

场表演区，充分展示残疾人精湛的技
艺和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
貌。这次大赛每个项目评选出前六
名授予万柏林区首届残疾人技能大
赛技术能手称号，将参加 5月 16日全
国助残日公开表彰活动。

人人持证，技能社会，残疾人一
个也不能少，万柏林区残疾人工作始
终把就业作为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
的总抓手，近年来，不断创新培训方
式，拓展培训项目，积极开展残疾人
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十三五”以来累

计培训 600 余人，通过现场招聘、职
业推荐、按比例就业、自主创业等多
渠道安置残疾人 700余人，下一步将
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继续深入开展残
疾人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推进实施残
疾人“五融五创”融合就业工程，进一
步发掘就业潜力，千方百计帮助残疾
人就业，努力实现人人持证、人人就
业目标，以服务残疾人的实际成绩向
建党 100周年献礼。

万柏林举行首届
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