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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公益奉献自己温暖他人

23岁小伙用一言一行书写“爱的奉献”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
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
首《爱的奉献》洋溢着人间最美
的温情。在我市，有一名 23 岁
的小伙孙鸿天，虽然岁数不大，
但他已有了近十年的慈善义工、
扶贫帮困的志愿者经历。近十
年来，他用自己的一颗爱心温暖
他人，用自己的一腔真情为社会
做贡献，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书写

“爱的奉献”。

14岁参加志愿服务传
递爱

今年 11月 17日，我市突发
新冠肺炎疫情后，孙鸿天利用休
息时间和爱心人士、志愿者一起
到普善社区，开展测量体温、查
看健康码等核酸检测志愿者服
务工作。孙鸿天虽然年轻，但开
展志愿服务时有条不紊，忙而不
乱，甚至游刃有余。原来，他早
在 14 岁时，就已参加志愿服务
工作。

奉献爱心不需要回报，但爱
心是可以传递的。孙鸿天身上
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其实源自家
庭文化的熏陶。他的父亲孙国
武，在我市乃至镇江都是一名资
深的“公益达人”。更为难得的
是，孙鸿天的父母参加慈善、志
愿者活动时都会带上他。因为
他们知道，“润物细无声”是言传
身教的一种样本。

2014年元月，我市知名爱心
团体“如意慈善义工服务团”成
立，孙鸿天就和父母一起加入了
义工队。通过参与各项力所能
及的义工服务，孙鸿天于 2016
年取得丹阳市慈善总会颁发的

“慈善义工证”。
“我第一次做公益是去福利

院看望孩子们，很受触动。”孙鸿
天告诉记者，2014年 1月，爸爸
听说社会福利院的孩子们缺乏
冬季的衣物、奶粉和尿不湿等物
资后，便邀请爱心群友发起对社
会福利院的捐款活动。14岁的
孙鸿天得知后当即拿出储蓄罐
里的 300元，对爸妈说：“我也要
跟你们去看望福利院里的孩子，
这些钱帮我买奶粉送给他们
吧！”孙鸿天跟随志愿者将爱心
物资送到了福利院孩子们的手
中，他还和福利院的小伙伴们进
行游戏互动。

此后，他坚持参加慈善活
动，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少年成
长之路。据不完全统计，8年来
他先后与团队爱心伙伴募集资
金3万余元、物资2万多元，帮助
了多户残疾人家庭、因病致困家
庭，用社会关怀温暖一颗颗孤独
的心灵。其间，他还先后到丹阳
市 6家敬老院、老年公寓进行尊
老活动，让传统敬老、爱老优秀
文化不断温暖人心。

防疫一线上贡献青春
力量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孙鸿
天跨越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限
制，因爱交融、因文明而携手，积
极投身防疫主题的志愿者活动
中。

2020年，孙鸿天利用寒假期
间当志愿者，积极协助丹金人家

社区做好防疫工作，奋战在防疫
一线，贡献青春力量。

社区下辖十个小区，8000余
户居民。孙鸿天与社区工作人
员、志愿者一起挨家挨户多次上
门登记，询问家庭人员有无外出
史，组织有序进行核酸检测、积
极宣传疫苗接种等工作。他曾
连续二十多天加班加点，与每一
户居民进行走访、登记、对接，赢
得社区居民赞扬。

2020年 3月 4日，疫情严重
时孙鸿天又购买了二十箱消毒
液、二十箱方便面寄往我市对口
援助的湖北黄石大冶市新冠肺
炎指挥部。除发挥个人绵薄之
力外，他还积极投身我市的抗疫
活动之中。丹阳爱心人士自发
捐赠大冶 13批抗疫物资。这 13
批精致、小巧而别具匠心的捐赠
物资，附带着祝福语运抵大冶
市，令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保障
组全体人员动容。

电力岗位上用汗水诠
释奉献

2021年，孙鸿天进入我市中
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不断电作
业班组”工作，他在热心公益事
业的同时，更是对电力维护抢修
工作认真负责，用汗水诠释奉
献。

电力工作的特殊性意味着
随时都会出现突发情况。他知
道电力对于社会民生与经济发
展的重要意义。自踏上工作岗
位后，孙鸿天虚心向电力老师傅
学习，和班组同事紧密合作，电
力抢修工作有时候是凌晨四五
点，有时遇到夜晚雷雨暴风天
气，孙鸿天与同事们随时待命。
其间，每一次电力抢修一丝不
苟，在平凡岗位上担好责任，在
供电公司“不断电作业班组”按
时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各项电力
抢修任务。

特别是在今年夏天的持续
高温中，每次接到维修电话，电力
抢修班组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到
达抢修现场，进行紧张有序的抢
修工作。仅今年夏季，孙鸿天所
在班组就开展电力维修 100 余
次，一个夏天就把他的脸晒成了
古铜色。他用自己的辛劳和汗
水，换取百姓们的平安和满意。

“我要用春春与赤诚，书写
电力人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奉
献精神。”孙鸿天坦言，他的工作
理念和慈善公益活动是一致的，
都以满足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健
康发展需求为主线，以发挥自身
作用为要求，以提供帮助保障为
手段，奉献自己，温暖他人。

本报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张青艳

图为孙鸿天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操作失误一对母子驾车坠河
危急时刻多位村民合力相救

图为小男孩抓紧竹竿被救上岸。

本报讯（记者 茅猛科 通
讯员 黄佳慧 杜琪雯）3 日，一
男子跳入越渎河，和村民合力救
起落水母子的视频被广泛转发，
网友纷纷点赞。昨日上午，记者
找到陵口镇折柳村委会工作人
员，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

当天下午 4点，室外温度低
至 0摄氏度左右，还下着小雨。
一辆汽车行至折柳桥附近时，突
然加速撞断护栏冲进了河里。
河边刚好有人经过，立即大喊求
救。此时，一名男子正和朋友在
河边一羊肉店里吃饭。听到呼
救声，该男子立即和朋友一起跑
到河边，看到汽车车头已经下
沉，后座有一小男孩一边哭喊一
边拍打车窗玻璃。见状，该男子
和朋友等迅速跑到河对岸的码
头，指导车主进行操作。眼见汽
车逐渐没入水中，该男子二话没
说，脱掉外套就跳了进去。

“前段时间，越渎河刚完成
水下清淤工作，水比较深，当时
的情况很是危急。”站在事故现
场被撞断的护栏边，折柳村委会
两委委员汤波指着河中央告诉
记者，当时那名男子跳入河中，
游到车子后面奋力打开后车门，
当时小男孩已经爬到了副驾，和
手足无措的妈妈抱在一起。

眼看着汽车下沉速度加快，
而前门已经打不开，该男子顺手
先把孩子妈妈拉到后座，再把她
从后座拽出来并送到河边，然后
迅速游回车里把小男孩拽出
来。此时的小男孩已经害怕得

无法自主行动，该男子只能一边
抱着小男孩，一边安慰他。由于
小男孩太过害怕，无法游到岸
边，该男子无奈抱着他爬到车
顶，等待救援。此时，汤波已经
找来长竹竿，并和折柳村村民张
留中一起将竹竿伸到车顶，让孩
子抓紧，最终合力救起了瑟瑟发
抖的小男孩。

“那个小伙子真是勇敢，要
是再晚个几分钟，那对母子就危
险了。”采访时，目睹现场救援过
程的折柳村村民盛富杏说。

经了解，当天小男孩妈妈开
车至折柳桥附近，准备在河边停
车，由于紧张，错把油门当成刹
车，才导致事故的发生。跳入河
中救人的男子名叫李中华，是珥
陵后蔡村人，新桥新联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职工，当天被公司安排
到折柳干活，吃饭时听到有人落
水，危急时刻跳入河中和村民一
起勇救了这对落水母子。

“那是两条人命，绝不能眼
睁睁看着汽车就这么沉下去。”
李中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
表示，他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
是看着汽车一点点往下沉，心想
着如果等到后门也没入水里，车
门就很难打开，到时再想救人就
难了，“我从小在乡下长大，经常
在村里的池塘里游泳，水性比较
好，再加上当时情况比较危急，
没有多想就跳下去救人了。幸
运的是，在大家的合力下，人都
救了上来。”

图片新闻

为进一步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营造文明、有序的停车
环境，连日来，市城管行政执法大队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行
动，主要对非机动车、共享电动车随意停放、占用盲道等行为进
行重点整治。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王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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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地址：开发区凤凰路融媒体中心大门北50米（丹阳智投一楼）电话：88011918

遗失信息
●丹阳市司徒镇小盛汽配经营
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321181MA1WYP⁃KT62，声明作废。●陈海霞遗失丹阳恒大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
发票，号码：08400472，声明作废。

●镇江森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
号 ：321181000201407010261，副
本 编 号 ：
321181000201407010272，声明作
废。
●镇江森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镇江鑫浪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声明作废。

出租信息
●丹阳大泊高速公路入口处，标准厂房 5000
平方米，独门独院。联系电话：13094980277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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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看世界杯，小心健康亮“红牌”
本报记者 马骏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正在
火热进行中。因为时差的原因，
广大球迷需深夜、凌晨才可以看
到世界杯球赛。看球赛很过瘾，
但连续熬夜带来的身体问题也不
容小觑。

卡塔尔世界杯近1个月的赛
程令无数球迷期待，有不少场次
是在北京时间深夜11点和凌晨3
点开赛的。然而，由于连续熬夜
看球，一些球迷近来感到了身体
不适。

市民周先生是一位忠实球
迷，世界杯开赛以来，他几乎场场
不落，经常从下午 6点一直看到
第二天早上 5点多。12月 4日凌
晨，阿根廷队战胜澳大利亚队。
阿根廷队球星梅西在两队僵持不
下的时候踢进了关键一球。支持
阿根廷队的周先生与朋友激动地
喝酒庆祝，“阿根廷队的世界杯首
秀就爆冷输给了沙特队，这让很
多喜欢梅西以及阿根廷队的球迷
感到失落。好在，在后续的几场
比赛里，阿根廷队表现得越来越
好，不仅小组出线，现在还进入了
8强。”

可高兴没多久，周先生就感
觉心跳加速、胸闷、头晕。缓了好
一会儿，症状仍未缓解，赶紧前往
医院检查。经诊断，是由于熬夜
疲劳、焦虑、紧张及过量饮酒、吸
烟等不良生活习惯，诱发的室性
早搏。“难以置信，看个球竟然把
自己看进了医院里。”周先生苦笑
着说道。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世界杯
激战正酣，如周先生一般因熬夜
看球而产生各种健康问题的市民
不在少数。对此，医生表示，世界
杯比赛过程比较激烈，难免引起
球迷激动的心情，但巨大的情绪
波动对于心血管机能有着很大影
响。今年的世界杯是在冬季举
办，天气较为干燥，也是心脑血管
疾病的高发季节，再加上长期熬
夜、情绪波动等综合因素，很容易
诱发心律失常、中风等心脑血管
疾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
性病的球迷朋友，要尤为注意控
制血压、心率等指标情况。在观
赛过程中，务必注意情绪控制，理
性看球，不要过度激动，避免大声
呼喊、迅猛起身等动作。”该医生

提醒道。
此外，该医生表示，长时间熬

夜对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会导
致免疫力下降，进而容易出现感
冒、过敏症等病症。另外，如果长
期生活作息规律调节不好，甚至
可能引发神经衰弱等问题，进而
出现失眠或入睡困难情况。针对
这一情况，该医生建议球迷合理
安排作息，保证每天6至8小时的
睡眠时间，如遇深夜场次可早点
洗漱、提前休息，熬夜后要注意补
觉。

很多球迷为了熬夜看球，炸
鸡、膨化食品等夜宵成为观赛必
备，长期摄入这些垃圾食品，一方
面容易导致肥胖，影响后续的身
体健康；另一方面，过度的摄入，

还会增加胃肠道负担，进而导致
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增高。所
以，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都要适
当加以控制，不应摄入过多，避免
导致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
提高。酒精类食品的摄入也要严
格控制，切忌过度饮酒，避免饮酒
导致的心脑血管意外。该医生建
议球迷朋友多吃一些维生素、蛋
白质含量高的食物，特别多吃蔬
菜，提高免疫力，避免脂肪堆积。

另外，很多球迷观赛时，通常
喜欢长时间保持某一个姿势，甚
至追求舒适，窝在沙发里观赛，这
些不良姿态会对颈椎、腰椎造成
很大的压力，这也容易导致脊柱
病的发病率增高，比如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急性腰扭伤等。该

医生建议，球迷朋友在观赛时不
要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如久坐
观赛，可以在后背、颈部垫个垫
子，减轻腰部和颈部的负荷；每隔
一段时间，站起来做一些针对性
的腰椎和颈椎的保健操和拉伸动
作，让肌肉放松，避免长期一个姿
势引起局部的劳损，诱发一些急
性症状。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位于丹阳市众悦华

城 7幢 905室的房地产进行公开
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众悦华
城 7 幢 905 室房地产。起拍价：
690402元。

二、拍卖时间：2023年 1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
卖活动；2023年2月1日10时起至
2023年2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二次拍卖活动。若首
次拍卖成交，将不再举行第二次
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即日

起至开拍前接受咨询，其中法定
节假日、双休日不接受咨询。如
需看样，请务必于2023年1月4日
前与本院电话联系安排现场看
样，逾期本院将不再组织现场看
样 。 咨 询 联 系 电 话
0511-86703039。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将对位于丹阳市皇塘镇

易家塘村 8号的无证房产及附属
物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皇塘镇
易家塘村 8号的无证房产及附属
物。起拍价：1224860元。

二、拍卖时间：2023年 1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
卖活动；2023年2月1日10时起至
2023年2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举行第二次拍卖活动。若首
次拍卖成交，将不再举行第二次
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即日

起至开拍前接受咨询，其中法定
节假日、双休日不接受咨询。如
需看样，请务必于2023年1月4日
前与本院电话联系安排现场看
样，逾期本院将不再组织现场看
样 。 咨 询 联 系 电 话
0511-86703039。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 址 ：http：//sf.taobao.com/
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
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查询。

丹阳市融媒体中心丹阳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