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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
旺 通讯员 李莹 王垚
垚）市民魏女士乘坐出租
车时，因忙着招呼病人，不
慎把装有 2 万元住院押金
条的手提包落在车上。5
月 12 日晚，鼓楼派出所民
警及时找到的哥，帮助魏
女士找回了失物。

当天傍晚6时32分，市
民魏女士拨打 110 报警求
助，称自己不慎将手提包遗
失在一辆出租车上。接到
指令，公安杏花岭分局鼓楼
派出所值班民警赵鑫、孙长
杰立即赶到省眼科医院，见
到了焦急万分的魏女士。
魏女士说，她刚才接亲戚出
院返回七府坟的家中，下车

时忙着招呼病人，慌乱中将
手提包遗失在出租车上，包
内除了 800余元现金、医保
卡、银行卡等物品外，还有
一张2万元的住院押金条。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
即带着魏女士返回派出
所，通过调取公共视频，很
快找到了她当时乘坐的出
租车。其后，民警通过出
租车公司联系上了的哥。
接通电话，的哥梁师傅表
示已将手提包妥善保管。
当晚 7时许，梁师傅将包送
到了鼓楼派出所。拿着失
而复得的手提包，魏女士
不停地向民警和梁师傅表
示感谢。

本 报 讯（记 者 魏
薇 通讯员 李凌）5月 12
日，市第三人民医院组织
以“学党史 守初心 献
热血 护生命”为主题的
无偿献血活动，50 余名医
护职工报名参与，37 人献
血共计近 1.4万毫升。

12日上午 8时许，市血
液中心工作人员便来到医
院完成采血准备工作。为
不影响医院正常诊疗工
作，医护人员分批登记、填
表，完成献血。在献血队

伍中，既有多次献血的
“老”同志，也有首次参加
献血的新志愿者；既有刚
下夜班的医护人员，也有
趁工作间隙匆匆赶来的行
政后勤人员。当天是国际
护士节，不少护士都表示，
用这样的方式过个节，也
很有意义。一袋袋鲜血，
承载的不仅是“白衣天使”
对生命的守护，也展现了
市三院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
讯员 刘璟琛）5 月 11 日，历经 8
个月精心组织排练的“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音乐舞蹈史诗《高君
宇》和观众见面，在杏花岭区域党
群服务中心社区干部学院举办了
首场预演。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
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
之迅忽。”在现场，演员们声情并
茂地再现了高君宇的革命事迹，
通过沉浸式、接地气、有温度的音
乐舞蹈史诗还原了高君宇的故
事，以催人泪下的精彩表演感动
了在场所有观众。

据介绍，音乐舞蹈史诗《高君
宇》分五个篇章：第一篇章“唤醒
民众”，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背
景，讲述了当时广大民众期盼光
明、拯救中国的故事；第二篇章

“红船引航”，讲述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历程；第三篇章“枫叶传情”，
讲述高君宇和石评梅的革命爱情
故事；第四篇章“星火燎原”，讲述
高君宇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为晋阳人民带来曙光的故事；
第五篇章“君宇不朽”，讲述高君
宇南下去广州，代表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起草国共合作，直至 1925
年病逝的故事。

音乐舞蹈史诗《高君宇》由杏
花岭区域党群服务中心牵头，杏
花岭区老年体协、杏花艺术团、情
之韵舞蹈队、真爱舞蹈团、黑俊马
舞蹈队以及晓峰舞蹈工作室联合
推出，80 余名退休人员自编自导
自演，以高君宇的生平事迹和革
命活动为主线，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人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伟
大历程。

杏花岭区域党群服务中心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音乐舞蹈史诗
《高君宇》将面向全区循环展演。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讯
员 高晓卿）炎炎夏日即将来临，为
给乘客提供安全、清新、舒适的乘车
环境，5 月 13 日，太原公交电车分公
司五车队对所辖 4 条线路 57 辆公交
车的空调系统展开集中“体检”，避免
因灰尘堵塞滤网影响空调制冷效果
和车厢卫生。

当天上午，在电车分公司五车队
停车场，车队所有工作人员齐上阵，
对公交车的空调系统实施清理和消
毒。空调出风口是车内外换气的主
要通道，极易积压灰尘，滋生细菌。
他们打开车顶的空调盖板，取下空调
出风口的过滤海棉，先用水枪认真仔
细冲洗正反两面，接着用消毒液实施

全面消毒，再用气泵吹干，最后重新
安装到位。

经过彻底清洗消毒后，空调滤网
被安装回原处，公交驾驶员又逐车调
试，确保空调系统安装合适，并能安
全使用。车队相关负责人提醒乘客，
为做好疫情防控，公交车开启空调
后，也要保持车窗通风。

本 报 讯（记 者 辛
欣 通讯员 金慧琴）5月
10 日，女大学生小王在网
上找兼职，却接连收到两
笔刷单客服“误操作”的大
额转账，并被要求退还。
小王识破这是电诈圈套，
在老师的陪同下前去南寨
派出所报警。

当天中午，在位于尖
草坪区一所高校就读的小
王在网上找到一份刷单兼
职，在某网购平台下单后，
她联系刷单客服兑现佣
金，并提供了自己的银行
卡号等信息。随后，对方
表示她的账号已被识别为
商户号，需要支付 3000 元
解绑费才能领取佣金。

一听要转账，小王立
即回想起学校反诈课堂上
的内容，没再理会对方。
不一会儿，她的手机上收

到两条银行卡入账的短信
通知，总计两万余元。不
明钱款从天而降，小王纳
闷不已。这时，刷单客服
主动联系她，说这其实是
其他人的刷单佣金，因自
己误操作被“冻结”在小王
卡中，并要求她立即退
还。作为回报，客服声称
特意为小王申请了解绑费
折扣，只需 1000 元即可。
察觉到事有蹊跷，小王立
即通过手机银行查询余
额，不出所料并未有款项
进账，便识破了这也是电
信诈骗的圈套。

随后，在老师的陪同
下，小王前去南寨派出所
求助。了解事情经过后，
民警告诉她转账短信或记
录是可以伪造的，且刷单
本身就是违法的，这是电
信诈骗的典型套路。

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员
金慧琴）5 月 11 日，在尖草坪区赵庄
街，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男子独自在街
头发呆，一上午没挪过地方。接到热
心居民求助后，古城派出所民警辗转
联系到了男子的家人。

当天一早，恒大御景湾小区居民
小赵外出办事，途经赵庄街时，注意

到一名坐轮椅的男子面朝便道绿化
带发呆。本以为男子的家人应该在
不远处，小赵当时没当回事儿，匆匆
离去，不想中午返家途中见那名男子
仍停留在原地。于是，他上前试图提
供帮助，但对方不理不睬，只好报警
求助。

古城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发

现男子答非所问，身上也没有手机等
个人物品，于是推着他先回派出所。
经多方查找，民警核实了他的身份信
息，随即联系上其家人。经了解，这
名残疾男子患有智力障碍，就住在赵
庄街附近，当天趁家人不备离开了
家。

本报讯（记者 王丹 通讯
员 焦丽琴）5月 12日下午 6时 30
分，刘家堡乡“红色文化传播小使
者”准时开播，少年队员通过“村
村响”广播讲述着红色故事。

为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
育，发挥“村村响”独特的宣传作
用，刘家堡乡党委联合乡中心校，
开展“朗朗童声进万家，红色基因
代代传”专题党史宣教活动。从
全乡 10所小学中评选出 48位优秀
少先队员，打造成一支“红色文化

传播小使者”队伍，于周一至周五
下午放学后通过“村村响”平台广
播，内容由乡党政综合办采集选
定。

“这些小播音员虽然年纪不
大，但讲解起来自信大方、声情并
茂，让我了解到党一路走来经历

的风风雨雨，更加坚定了跟党走、
听党话的决心。”常在村口休闲的
李大娘，听完少年们的播报后十
分欣赏。相关人员表示，此活动
不仅能让“小播音员”更多地学习
了解党史，也锻炼了他们的胆量
和能力，增强自信心。

本报讯（记者 裴怡 刘友旺）“创新
创业、科技竞赛、技能比武、公益创投、实践
挑战……每一位富有激情的青年都能够在
这里找到奋斗筑梦的舞台。”5 月 13 日，团
省委举办“五赛联动 服务青年”赛事活动
宣介会，从 5月起至今年 10月，将举办 5项
大赛，动员和激励广大青年创新业、建新
功。

这 5 项大赛包括，已连续举办多届的
“创青春”山西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兴晋挑
战杯”山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山西省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以

及首次举办的山西省少先队辅导员职业技
能大赛和“晋青创”青年公益创业实践挑战
赛。各项赛事活动均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融益成”专项公益基金提供支持。

“晋青创”青年公益创业实践挑战赛从
5 月起至 10 月举办，将围绕全省“一县一
品”战略，助力广大青年掌握营销技能、追
逐创业梦想，为我省打造上百支优秀新零
售营销团队，培育一大批合格的青年新零
售人才。参赛对象为省内在校创业大学
生、青联委员、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外省
的山西籍青年以及青年创新创业组织、青

年社会组织中的青年。
“赛事首次将青年大学生创业的‘晋青

创’平台直接延伸到市场实践中，以赛带
训、以赛促训。”“晋青创”平台创始人、山西
志臻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奋伟介绍
说。大赛不仅会将山西药茶、沙棘饮品、小
米、红枣、黄花等优质地标产品上线营销，
还将通过扶贫产品的推广和营销，为巩固
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全省少先队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将于
7 月至 10 月举行，届时将通过“实战练兵”

“以赛代训”，全面提升全省辅导员队伍的

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打造政治可靠、业务
精湛、素质全面、作风优良的少先队辅导员
队伍。6 月至 10 月，另外三项大赛也将陆
续举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今年的全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还将开办红色专项赛事。宣介会上，
山西志臻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恒义生
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蒙牛集团、黄河京都
大酒店等爱心企业，共捐款 830万元，为赛
事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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