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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阳社区

本报讯（记者 周利芳）“医者仁心，
大爱无疆！”“爱心奉献，太棒了！”几天
来，针对目前部分居民遇到的药品短缺
等现状，长风小区的“开山诊所”开展免
费就诊取药活动，此举受到居民们的一
致称赞。

“我家孩子发烧了，谁有退烧药？”“抢
到了好几种消炎药和感冒药，不知道该喝
哪种？”12 月 18 日，在长风小区业主微信
群里，有居民发出求助信息。当晚 7 时
许，“开山诊所”大夫尹开山在群里回复了

信息：鉴于目前用药紧张情况，凡有发烧、
急需退烧药的朋友，请到诊所免费就诊取
药；家中有备用药不知该如何用药的，可
打电话免费指导用药，诊所配有缓解头
痛、发烧、咽痛、咳嗽的中药，有以上症状
的免费就诊领取。

这条消息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开山诊所”位于长风小区南门，每天

不时有前来咨询、就诊的居民。面对每一
位居民，尹开山大夫总是面带笑容、耐心
回答，并根据患者的情况对症免费送

药。
有居民不解地问：“尹大夫，你既然有

药，为啥不卖？还能卖个好价钱。”他笑着
回答：“医生以医术救人，靠医术吃饭，可
不能靠卖药发财。”他的电话全天 24小时
开机，每天从清晨到深夜，甚至半夜，会接
到不少人打来的咨询电话。咨询的居民
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烧不退但买不到
药的，还有的居民是家里准备了相应的药
品，但不知道该如何对症服用。由于接听
电话多，他的嗓子也变得沙哑。

此外，当尹开山得知老家尖草坪区赵
道峪村有一些老人和孩子因高烧无药可
用时，他于 12 月 20 日专程回到村里开展
了免费就诊取药活动。

短短 4天，尹开山已赠送了价值 4000
多元的药品，接听了上百个电话问诊。

对尹开山，小区的居民们和家乡的亲
人们纷纷称赞。

对大家的赞扬，尹开山表示，救死扶
伤是医生的天职，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
员相比，自己做得微不足道。

诊所有爱心 赠送退烧药

本报讯（记者 申波）“谁家有
多余体温计，可以卖我一个吗？”

“我家有，我给你放在电梯口，你下
来拿。”……连日来，对一些市民而
言，体温计、药品、抗原试剂盒等，
突然成了急需品。有人在小区群里
发出求助信息后，很快就有人伸出
援手，这样温暖的故事在我们身边
不断上演着。

12月 20日晚，尖草坪区优山美
郡小区 17 号楼社区网格群里，3 单
元 26 层一位住户在群里发出求助
信息，她需要一个体温计，不方便外
出，向邻居们求助，可购买。消息发
出几分钟，同单元 15层的一位住户
就回应，他家有，免费提供，放在 15
层电梯口，不见面，不接触。体温计
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记者了解到，在这个网格群中，
类似有求就有应的故事基本每天都
有发生。

“真好！为这样的好邻居点
赞！人间自有真情在，真实的生

活，人性的善良，愿大家携手抗疫，
攻坚克难，共渡难关！”17号楼微信
群中一位居民在群里发出这样一
段话。

暖心事情并非只在一个小区发
生。

家住幸福里（二期）6号楼的魏
女士，准备的药品和消杀用品相对
充裕。12 月 21 日上午，她在邻里
微信群中看到一位邻居的求助
后。魏女士与这位邻居取得了联
系，将相应的药品和酒精等放在楼
层连廊。魏女士表示，她们不知道
彼此姓甚名谁，见面也不一定认
识，以后也许不会来往，但对这次
伸手相助，她并未考虑那么多。“特
殊时刻，特殊关照。我们这个群里
每天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好心人还
是多。”

正是这一次次的温暖呼应，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某些居民因药品一
时紧缺所产生的焦虑，社区变得更
温暖，邻里更和谐。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刘雪
莲）86岁的居民郭大爷在无名偏僻路段行
走时摔倒在地。紧急时刻，老人的家人根
据“定位手环”的位置显示，迅速赶到现
场。

12月 20日下午，江阳社区网格员郭素
花、杨晓辉巡查到江阳化工厂东门外的一
条无名小路时，发现有位老人摔倒在路
边。寒风中，老人满脸是血。两名网格员
立即跑过去扶起老人，询问其家人的联系
方式及住址。但是，老人有些糊涂，回答
不知所云。无奈，两人只得先扶老人坐在
路边，为其擦去血迹，清理了大衣上的灰
土，然后拍下照片发到辖区各微信群，发
动居民一起寻找老人的信息。

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骑着
电动自行车赶来。见到老人，他立即关切
地询问情况，并感谢两名网格员。原来，
对方是老人的女婿。他说，岳父姓郭，86
岁了，家住江阳路 13 号院，患老年痴呆
症。这几天岳父一直自言自语说要回老
家，趁家人不留神的工夫，自己竟然出了
门。幸亏之前家人在老人的身上装了一
个“定位手环”，看到老人的位置之后，赶
紧找了过来。

随后，两名网格员帮助将郭大爷扶到
女婿的电动自行车上，一起将老人送回
家。

本报讯（记者 申波）一早充电发现
电池没反应，去售后点被告知电池“冬
眠”了，得找暖和的地方升温，将电池“唤
醒”才能充电和使用。这是市民刘先生
在 12月 21日的遭遇。

家住兴华南小区的刘先生，近几天
没外出，电动自行车的电池需要充电。
12月 21日一早，他将电动自行车推到充
电桩旁，接通电源时，发现指示灯为绿

色，而非平时的红色。“我的车几天没骑，
电池不可能是满的，应该是红灯亮，充满
电变绿灯。”

电池故障？还是充电器故障？刘先
生去到永乐北街的售后点进行检修。工
作人员查看后表示，是低温环境导致电
池性能变差，就是所谓的电池“冬眠”。
解决的办法是把电池置于相对温暖的环
境，一段时间之后即可开始充电。

随后，刘先生按照工作人员提示，终
于“唤醒”了“冬眠”的电池。

该电动自行车销售店的工作人员介
绍，即便是低温环境，用户可把电动自行
车在午间升温时，或者有阳光照射的地
方进行充电，不可把电池卸下拿进室内
充电，防止发生危险。另外，发现电池在
低温环境下充电异常时，要及时切断电
源，停止充电，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本报讯（记者 申波）12月 18日，发
生在朝阳街水峪花苑一居民家中的燃气
外泄，引发闪爆的事故，又一次警示人们
要重视用气安全。针对冬季用气安全，
尤其是近期频现的大风天气，更容易引
发用气事故，消防救援人员发出提示，市
民需提高警惕。

12月 18日下午 2时 30分许，朝阳街
水峪花苑 5号楼一住户家里突然传出一
声闷响，紧接着阳台的窗户变形，玻璃崩
裂，飞落至地面。随后，消防救援人员赶
到现场，入室内查看，厨房一片狼藉，油

烟机脱落，橱柜门被炸开。尽管物品损
伤较大，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进一步查
看，此次闪爆所造成的损失仅限该住户
家，相邻住户家受损较少，但停在地面的
汽车有的受到了损伤。

住户介绍，之前他关闭燃气灶，可
能没彻底关死，造成燃气泄漏。之后，
他再次打火，闪爆突然出现，着实惊心
动魄。

针对燃气闪爆，消防救援人员介
绍：“燃气闪爆”就是当燃气在一个空气
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

遇到明火或电火花立刻燃烧膨胀发生
爆炸，一般情况只发生一次性爆炸。消
防救援人员提醒广大市民，无论是使用
管道天然气还是罐装液化气，一定要提
高警惕，如果家中有燃气异味，绝对不
要轻易动火和电，避免发生闪爆事故。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期大风天气频
现，市民家中的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
等，遇特殊风力环境，很可能出现中途
熄火、烟气倒灌等现象，溢火引发火灾、
一氧化碳中毒等事故，广大市民更应该
提高警惕。

本报讯（记者 毕晶晶）“王阿姨，您
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了吗？”“李叔叔，出
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少去人多的地方。”
连日来，尖草坪区兴安社区工作人员和网
格员开展了“大走访、大摸排、大动员、大
宣传”活动，通过走访摸排辖区独居、孤寡
老人等人群的具体情况，将一份份印有社
区和网格员联系电话的“防疫暖心服务
卡”送到老人手中。

兴安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辖区 60岁
以上老年人达 2130人，虽然目前社区居民
疫苗接种率已达 93％，但还有近 400人因
身体原因未接种疫苗。在走访摸排过程
中，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摸清特殊人员底
数，建立台账，并与专门医疗机构建立对
接机制，为他们提供就医便利。

“老年群体和困难家庭的底数已经摸
清楚了，相关的预案也准备好了。”社区党
支部书记王俊花表示，“一旦这些特殊家
庭及其他困难群体感染，我们会及时做好
服务，包括提供就医、买药、买菜等必要的
生活保障。”

此外，在社区党支部带领下，物业工
作人员每日对小区安全通道、小区出入
口、单元门把手、楼梯扶手等重点公共区
域进行消毒消杀，为居民营造安全健康的
生活环境。同时加强卫生保洁，做到生活
垃圾日产日清，定期清洁垃圾桶，更换破
损缺盖的垃圾桶，最大程度保护居民身体
健康。

本报讯（记者 郭晓华 通讯员
李静）一位七旬老人与老伴发生争吵，
赌气出走，家里人发现后四处寻找。公
交电车分公司职工常育奕回家途中发
现老人，安抚劝导，帮助其联系家人，使
老人安全归家。

12 月 20 日下午 1 时许，常育奕在回
家途中看到一位老人，孤零零地坐在马

路牙子上，不停地唉声叹气。常育奕见
状，以为老人迷了路，立即上前询问是否
需要帮助。

寒风凛冽，老人冻得口齿不清，不
停发抖。常育奕将老人扶起，带他到
附近便利店取暖。待老人喝过热水，
身体暖和一些，常育奕询问老人家庭
信息。

刚开始，老人还有些抵触，经过常
育奕耐心沟通，老人说，因为和老伴
发生争吵，赌气离家出走。听了老人
的话，常育奕和老人聊起家常，并要
了对方儿子的电话。不多时，老人的
儿子赶来，看到老人没事，长长松了
口气，握着常育奕的手连连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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