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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12 月 3 日，记者在沈阳市皇姑区
举办的“致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
上看到，80岁的钢笔画画家翟金生老
人，正向观众们讲解他今年新创作的
钢笔画长卷《家乡的巨变》。该长卷画
由“北行的变迁”“新塔湾”“北陵公园
新貌”等多幅钢笔画长卷组成，描绘出
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区发生的变化和
人民幸福生活的风貌。这些画作拼接
起来的总长度可达近30米。

翟金生年轻时就喜欢绘画。20年
前，退休的他迷上了钢笔画。他不仅用
钢笔记录了家乡沈阳的美景，足迹还遍
及大半个中国，靠手中的钢笔将祖国的
大好河山尽收笔下。如今，老人的钢笔
画作有近万张，在画画的同时老人还收
获了健康和快乐。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老人用钢笔
画出家乡巨变

“我儿，你一句话没留就走了啊！”
11 月 27 日，新民市殡仪馆，73 岁的王
文华在儿子“头七”忌日哭得撕心裂
肺，在场的人们泪如雨下。

11 月 21 日晚，年仅 51 岁的辽河
油田沈阳采油厂机动采油大队罐车司
机张善哲在驾驶途中突发疾病。在生
命最后一刻，他忍着剧烈疼痛，将12米
长载有28吨热油的油罐车稳稳停在路
边，便一头栽在方向盘上，再没起来。

卫星车辆监控系统记下了张善哲
人生最后的轨迹。11月21日17时39
分，张善哲从沈四联合站出发，驾驶装
载28吨热油的辽AW8070号罐车驶往
沈二联合站。“出发前，我俩还唠今天活

儿干得挺快，剩最后一罐油，可以早点
回家。”沈四联合站卸油工王辉说。

17时44分，张善哲的车停靠在新
民市双程堡村东南 1.66 公里马路一
侧，打着双闪。“发现时，他头倒在方向
盘上，口吐白沫，大汗淋漓，昏迷不醒，
脚却牢牢踩着脚刹。”当时的情景，同
班司机陈金玉历历在目。他拨打120，
张善哲被紧急送往沈阳的一家医院，
经脑CT及加强脑CT检查诊断为脑动
脉血管瘤破裂，医学上达到5级，已无
法救治。

医生说，此病瞬间发作，患者剧烈头
痛，就像“头要炸开”。张善哲在生死关
头，减速，靠边，拉手刹，打开双闪……副

大队长王者伟得信后迅即赶到现场，当
时天已黑下来，车辆笔直地停靠在马路
边上，但车没有来得及熄火，可见情况
紧急，可能也就十几秒时间。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关键动作，车
毁人亡的后果不敢想象。”王者伟心有
余悸。在现场，车辆正处于S弯道中间，
距拐弯处还有100多米，而且当时马路
只有6米左右宽，两侧长有20多年的杨
树，一侧树木边是1米多深的沟，一侧树
木边是稻田地。“如果当时车辆失控或
者停在路中间，满载热油的罐车与对
面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或撞树倾翻
路沟，极有可能造成爆炸、起火、污染
等恶性事故。”王者伟说。

“他为人讲诚信，有责任心，最后关
头能这么做一点不奇怪！”陈金玉与张
善哲共事13年，对他最了解，“全车队有
10台重型油罐车。他每天上岗前都主
动把车辆挨个检查一遍，哪有问题，第
一时间解决处理，13年来从未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安全行驶了30余万公里。”

11月23日，张善哲出殡。殡仪馆
告别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亲人、朋友、
同事、邻居、老乡来了 300 多人，大家
都想最后送他一程。

张善哲很平凡，但他在危急关头
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和行为，却足以告
慰亲朋。这份英勇也必将永久地记在
人们心中。

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去世前将油罐车安全停靠路边

张善哲启动生命中最后一次“双闪”
雷凤颖 白宪顺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2月3
日，记者从沈阳市房产局获悉，据统
计，11月，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平
区、沈北新区的供热诉求率最低，分别
为1.56‰、1.65‰、2.1‰；铁西区、皇姑
区、沈河区供热诉求率最高，分别为
3.78‰、3.25‰、3.01‰。因为供热诉
求率高且不能及时解决，两家供热企
业被警告。

开栓以来，沈阳市供热诉求、供

热设施故障和停水影响供热的情况
较往年有所减少，但从各类居民诉求
渠道反映的情况看，开栓初期个别大
型热网区域末端用户诉求较集中。
其中，沈阳华发热力有限公司、经济
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还因为供热运
行组织和服务较为滞后，不能及时解
决用户反映的供热问题，用户诉求率
较高等原因，被沈阳市、区两级供热
管理部门约谈和警告，并给予全行业

通报批评。
根据沈阳市房产局分析，供热首

月，沈阳市供热初期造成用户家中暖气
不热的主要原因包括：沈阳华发热力有
限公司等大型热网试运行工作不充分，
热网调节不均衡，维修工作不到位，导
致铁西区、皇姑区居民诉求偏多；经济
开发区热电等个别供热单位开栓后出
现供热设备、管网故障，影响供热效果；
供热初期用户室内管道存在憋气、堵塞

等现象，影响供热效果等。
严寒天气即将到来，沈阳市将组

织供热单位切实加强供热运行组织，
采取调配优质煤炭、提高供热参数，保
证用户的供热质量，并且加强对热源、
管网和楼道内管道等供热设施的巡
检，密切关注、及时办复供热诉求。同
时，对供热运行不稳定、诉求集中的单
位将视情节采取约谈、通报批评、处罚
等惩戒措施。

诉求率高且不能及时解决

沈阳两家供热企业被警告

本报讯 12 月 3 日,记者从大
连市公安局获悉，为有效治理燃气
领域问题，确保燃气领域公共安
全，为天然气入户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和治安环境,大连市公安机关
即日起至年底前开展针对燃气领
域公共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专项行动期间，警方将协
同燃气稽查部门对大连市企事业单
位、居民、洗浴、大型餐饮用户，开展
常态化安全排查、检查，对存在隐患
的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对严重违
章用气的由燃气公司下达停气整改

通知书。同时，警方将会同燃气企
业建立气量变化研判制度，对用气
大户，根据其行业特点、季节时段、
经营规模等情况，研判合理用量范
围，一旦出现异常立即查明原因。
对有过盗窃记录的用户将建立黑名
单制度，加强日常监管，不定期对其
用气设施开展联合检查；对涉嫌犯
罪查证属实的，将依法严厉打击；对
可能发生的影响集中清查。天然气
置换建设进度的各类突发事件，将
多警联动，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张 翔 本报记者 吕 丽

大连开展燃气领域公共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2
月 3 日，记者获悉，沈阳今年最后
一批公租房电脑摇号配租完成，
9970 套房源配租成功，并将于半
年内陆续入住完毕。

据了解，本次配租的房源为雪
莲雅居公租房，位于沈阳市和平区
红椿路35号，共计54栋楼，1.3万余
套房源。本次配租共计9970套房
源，其中单室建筑面积40平方米左
右，房源8324套，双室建筑面积57
平方米左右，房源1646套。本次配
租的对象为2012年至2018年符合
公租房保障标准的沈阳市城镇中等

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
人员及外地来沈新就业中高等教育
毕业生中无房的申请家庭。其中，
家庭人口1人至2人的配租单室房
源，家庭人口3人及以上的配租双
室房源。家庭人口2人为两代同性
并且子女年满16周岁以上或者两
代异性的可配租双室房源。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电脑摇号
产生的配租家庭名单在沈阳市住
房保障网上予以公示；实行租赁补
贴保障的申请家庭将从配租实际
办理入住当月起停止发放租赁补
贴资金。

沈阳9970套公租房配租成功

以“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
出行”为主题，12月2日，辽宁省公
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联合人保财
险辽宁省分公司、丹东市公安局在
东港市长山镇中心学校举行了全
省“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
活动暨201国道小学生反光书包发
放仪式。同时，还在本次参加活动
的 201 国道沿线 55 所学校设立交
通事故空中救援联络点，为在校学
生提供免费空中救援服务。

据了解，从 2015年开始，省公

安厅交管局先后分四批次为国道
101、102 和 201 沿线的 3 万多名小
学生免费赠送了印有“请你看见
我”字样的反光背心。省公安厅交
管局将力争用 3 年到 5 年时间，为
国道省道公路沿线和贫困地区的
孩子都配发上这种书包。

活动当天，两架空中救援直升
机停在学校操场上。农村孩子们
近距离触摸救援直升机，听工作人
员讲解救援知识，非常兴奋。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摄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12
月3日，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为确
保农民工兄弟姐妹拿到薪酬，过上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省总工会将投入
1000 万元建立农民工维权应急预备
金，用于明年春节前突发的群体性或
极端欠薪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据了解，我省各级工会将从现在起
加大受理农民工讨薪投诉工作力度，对

受理的举报投诉、信访和参与处理的欠
薪案件进行梳理，建立工作台账和清
单，逐项解决、销号。对已处理的欠薪
案件进行销号确认，对没有处理或正在
处理的欠薪案件，制定在春节前处理、
解决的措施。对欠薪问题比较严重、难
以解决的，要及时与政府有关部门取得
联系，配合其尽快解决问题。

省总工会党组将组成 6个组分赴

各市，分工负责，深入农民工所在项目
工地、农民工服务窗口和创客空间等仔
细深入了解情况，对解决欠薪问题进行
调研指导。同时，我省工会组织将积极
参与联合督查，配合人社、公安、司法、
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建立衔接
配合、信息共享、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
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2019年春节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此外，我省

工会组织今年将继续组织实施农民工
“平安返乡”活动和“暖流行动”，重点对
因欠薪导致无经济能力返乡的困难农
民工提供援助。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后
将把按时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作为企
业法人评选表彰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
奖”等荣誉的基本条件，对恶意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按程序撤销其所获荣誉。

我省设农民工维权应急预备金
投入1000万元用于明年春节前突发欠薪事件的应急处理

农村娃近距离触摸救援机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校
车不符合标准、超员问题时有发生、
校门口人多车挤……面对校车接送
学生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沈阳市
瞄准家长、学校和相关职能部门的
衔接点，通过共管共治，共同维护
校车安全。

为保障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
全，沈阳市瞄准家长与校车、校车
与学校、校车与道路的衔接点，不
断推进校车安全管理规范化。为
了做好家长和校车的衔接工作，
沈阳市对校车实行半年一审核的
资质管理，确保车辆符合校车安
全国家标准、确保驾驶人取得校
车驾驶资格、确保校车按规定线
路行驶。家长在选择校车时，要
选择那些车体外观有明显校车标
识，车内携带校车标牌的校车，确
保家长与校车实现安全衔接。这
些有正规资质的校车，进出校园
时，随车管理人员都要清点核实

人员，而学校也有专门工作人员
核实人数并签字确认，确保校车
与学校的衔接安全。为了确保校
车运行安全，沈阳公安交警严格
落实护学岗勤务，安排专门警力
在上下学时段加强校园周边的道
路交通管理。为了做好校车管
理，公安交警还通过与教育部门
的对接，推动“警校共治”“校家共
治”，引导学校、家长共同维护校
园周边的交通秩序，通过共管共
治实现共同维护校车安全。

交警提醒广大家长，正规校车
都有一个标牌放在前风挡玻璃上，
上面有司机姓名、车辆牌照、行驶
路线、经停站点等信息，这个标牌
经过交警部门严格的审核，相当于
正规校车的“身份证”，家长在选择
校车时一定要选择那些有“身份
证”的校车。正规校车按照规定的
路线行驶、停靠，并有随车管理员
全程照管学生。

沈阳严管校车 资质半年一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