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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梅绽坡防空洞静等市民纳凉
市人防办：只要市民有需求就继续开放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从 8
人也是带着小孩转转，让孩子了解下防空
月 1 日开始，市人防办正式开放了
“避暑纳
洞。而真正坐下来纳凉的市民几乎没
凉点”。这个位于四码头梅绽坡巷口的纳
有。即便人们只是过来逛逛，我们每天依
凉点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里面桌椅、饮水
然有两个人在此值守，其中一人在洞口迎
机等设施一应俱全。那么，这些天来，纳
接市民，另一人则紧随光顾的市民一起进
凉点人气如何？8 月 9 日，浔阳晚报记者
洞，边指引边介绍，
做好相关服务。
”
了解到，受诸多因素影响，大部分光顾防
作为浔城首个“避暑纳凉点”，改造
空洞纳凉点的市民都只是好奇地逛逛，真
后的梅绽坡防空洞为何吸引不了市民
正纳凉的极少。
“坐下来，凉一凉”？罗志勇分析认为个
“这些天，浔城持续高温天气，室外热
中原因挺多的：一是受限于建成较早的
浪滚滚。而防空洞纳凉点室温仅 20℃左
人防工程的特殊性，防空洞内空气流通
右，确实很凉爽。每天进洞看的人挺多
性不是很好，加上里面的陈设相对单一，
的，基本上一天有三五十个人进来。”市人
市民普遍不愿久待；二是商场多，热闹，
防办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中心副主任罗志
空调开放，市民可以购物的同时享受清
勇向浔阳晚报记者介绍，
“ 大多数人还是
凉或仅仅是蹭蹭凉；三是随着生活水平
抱着好奇的心态进去看一看。一些年轻
的提高，市民普遍拥有空调而且舍得开

空调制冷，可以不必专门去纳凉点乘凉；
四是现在互联网发达，人们的生活比较
丰富，大家通过网络就可以聊聊天或是
谈谈事。而放在以前酷暑天，人们生活
比较枯燥，通讯又不发达，聊个天或是谈
个事，得呼朋引伴，约到外面凉爽的地方
坐坐。当时的防空洞也许是他们不二之
选，但是现在就不用了。
既然纳凉人气不足，四码头梅绽坡
这个纳凉点是否会关门呢？市人防办是
这么回复浔阳晚报记者的：时下虽已立
秋，但连日晴热高温，我们的工作人员将
继续值守一段时间，只要市民有纳凉需
求，我们就会继续开放纳凉点。但是，如
果每天纳凉的人还是寥寥无几，我们再
酌情考虑关门。

高温天气开车头脑千万别发热

7 月份 120 接到车祸救助 290 余起
自 7 月入伏以来，高温天气大幅上升，而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车祸案例成高发态势。浔阳晚报记者从九江市紧
急救援中心获悉，今年 7 月份，九江 120 共接到车祸救助案例达 290 余次，车祸小剐蹭未导致人员受伤的案例还要远远
高于该数字。与此同时，数据还显示，
上下班高峰期，是车祸高发频段，
市民在此时段出行，
需格外注意行车安全。
□浔阳晚报救记者 高明磊

高温天气下 120 车祸救助次数上升
天气炎热，人容易犯困和中暑，头昏
昏沉沉的，如果是在行驶途中就极易发生
交通事故。此外，高温天气，容易造成司
机行驶途中的烦躁感，开“赌气车”等行

为，更增大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浔阳晚报记者从九江市紧急救援中心
获悉，仅 7 月份，我市 120 参与车祸救助达
290 余次，
占整个救助比重的 1/4。120 医护

人员表示：
“这仅仅是车祸发生后，造成人
员受伤的案例，而实际车祸发生次数可能
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这一数据提醒我们，
在高温天气下，
驾驶需要尤为谨慎。
”

上下班高峰期是车祸高发时段
此外，浔阳晚报记者还从 120 统计的
车祸时段分布图中发现，上午 7 时至 8 时，
也就是早高峰时段是车祸发生频率最高
时段；其次 12 时至 13 时、19 时至 20 时，也
是车祸事故的高发期，这一数据同行车高
峰变化趋同一致。

据 120 医护人员介绍，进入 7 月以来，
因车祸导致的出诊率非常高，几乎每天都
有几十起事故发生。从他们了解到的情况
看，高温天气虽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行车
难度，但是车祸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
于市民自身不按规定行车，超速、变道、转

弯不打转向灯，
未保持安全车距等，
都可能
引发交通事故；一些驾驶员为赶时间昼夜
连续长时间开车，
导致疲劳过度，
产生头晕
目眩、打瞌睡等现象，
也是酿成车祸的原因
之一。此外，毒驾、酒驾现象时有发生，造
成的交通意外损害也相当重大。

对夏日温度高，体力消耗大，热别是中午
时间段，容易疲劳、打瞌睡的情况，司机要
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保证精力充沛。
再加上中午的气温是一天中最高的时间
段，人容易烦躁，而人一烦躁，就会导致开
车时注意力不集中，若遇到危险情况就很

难避让，
所以司机们要做好心理调节。
同时根据 120 急救情况看，九江车祸
发生最频繁的地点多为市区下坡急转
弯，城郊道路、环线以及高速公路上，建
议市民在经过这些路段时提高警惕，减
少车祸意外的发生。

电影《特勤精英》在九江消防培训基地开机
本报讯（刘佳明 浔阳晚报记者 鄢明
亮）8 月 3 日上午，电影《特勤精英》在九江市
公安消防支队培训基地举行开机仪式。支
队政委章新亮，腾讯视频、北京慈文电影发
行公司有关领导及电影主创人员等参加开
机仪式。
开机仪式上，腾讯视频、北京慈文电影
发行公司有关领导和支队政委章新亮先后
致辞。支队领导和主创人员共同参加了揭
机仪式。
据了解，
电影《特勤精英》由企鹅影视、
北
京慈文传媒联合出品，
江西省公安消防总队、
九江市公安消防支队协助拍摄。该剧由著名
演员张丹峰、
苏青、
赵茜等主演，
主要讲述了怀
着军旅梦加入消防部队的新兵郝帅，在经历
了一系列灭火救援战斗和部队生活点滴后，
成长为优秀消防军人的故事，将新时期消防

开机仪式现场。
开机仪式现场
。
（刘佳明 摄）
（刘佳明
官兵可歌可泣、无私奉献的故事完整展现在
公众面前，
树立消防官兵的良好形象。

九江市救助站

女子不愿相亲流浪 8 年
失忆多年终于找到家人

邹某的家人在救助站接到了她。
邹某的家人在救助站接到了她
。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文 徐
田刚/摄）修水县女子邹某不愿意相亲，先后
跑到广州和宁夏，流浪了 8 年。8 月 7 日，经
过银川和九江两地救助站的共同努力，最
终将邹某送回家中。
浔阳晚报记者从市救助站了解到，7 日
晚一名九江女子被送到该站内，神志有些
不清。据宁夏银川市救助站的护送人员介
绍，这名女子在银川生活了近 8 年，平时在
当地乡镇流浪，靠找零工生活。今年 7 月
份，该女子因神志不清被老板赶走，从而流
浪乡村大山中，被乡村干部发现并送到派
出所，
请求帮助。
由于该女子精神状况不好，并不能说
出自己是哪里人，派出所只好将其送到银
川市救助站。经过工作人员近一个月的细
心照顾，该女子终于清醒了一些，并说出她
姓邹，但不记得是哪里人。根据邹某所说
的姓名，银川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立即通过
各种寻人救助渠道搜寻，发现网上有一则寻
人启事，
上面走失的女子刚好跟邹某同名同
姓，
是九江市修水县人。
“我们跟女子家人电
话沟通时，说邹某不愿意相亲而从修水离
家出走，家人到处寻找，至今未果。”于是，
银川市救助站立即跟九江市救助站取得联
系，并将邹某的照片发过来。
“我们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将银川方
面送过来的照片转给修水县救助站，请他
们进行实地核实。”九江市救助站工作人员
表示，经过修水县救助站的核实，确认这名
邹姓女子是当地人，
在八年前离家出走。
当天晚上，从修水县赶到市救助站的
家人和村干部，将走失 8 年的邹某安全地接
回了家。

猪八戒网

高温下更应注意行车安全
120 医护人员介绍，
“驾驶车辆是一种
需要耗费大量体力和脑力的劳动，由于高
温天气，加上昼长夜短，睡眠不好或不足，
更容易疲劳，造成车辆事故。”那么在高温
天气下行车，
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20 医护人员告诉浔阳晚报记者，针

爱心之家

该剧将于 8 月份在九江完成取景拍摄，
今年年底在全国公映。

60城举办“中小微帮帮节”

本报讯（樊后晚）8 月 8 日，由九江市浔
阳区政府指导，浔阳区经济服务主办，猪八
戒网九江园区承办的浔阳区楼宇企业帮扶
行动暨猪八戒网帮帮节百城万企帮创行动
启动会在猪八戒网九江园区举行。据了
解 ，猪 八 戒 网 八 八 节 ，已 经 连 续 举 办 了 3
年。今年该节有了全新升级。在延续线上
会场福利的基础上，猪八戒网在国内 60 个
城市同时发起
“中小微帮帮节”
活动。
在活动现场，猪八戒网大数据中心发
布了《中小微企业“互联网+”服务白皮书》，
涵盖了从 2017 年 8 月 1 日到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平台数据，包括了雇主（在猪八戒网上
通过“互联网+”采购服务的用户）、服务商
（在猪八戒网上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生存用
户）的行业分布、类目涉及、需求数量等信
息。而这些数据显示，作为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以
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猪八戒网借助自身平
台，加强孵化载体的管理和运营，为优化营
商环境，尤其是为中小微企业的健康成长
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悉，
八八节期间，
猪八戒网共推出 4 万
个企业福利包，从福利方面帮助中小微企
业；
提供政策查询、扶持资金额度评估系统、
健康值诊断等，从诊断方面帮助中小微企
业；针对诊断结果进行真人专家问诊，从服
务角度帮助中小微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