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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振兴区
六道沟街道鸿利社
区的“义工银行”运
行了 12 年，义工通
过储蓄自己的志愿

服务时间，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也帮
助自己。如今，第一代储蓄者已经
开始使用自己存储的义工服务时
间，成就了一场生动的社会爱心志
愿服务的创新实践。

“义工银行”“幸福银行”“爱心
银行”……近几年，国内很多城市
都纷纷建立这样的志愿服务时间
银行，有的城市还以民政局等政府
机构作为主要倡导者，足见该模式
的火爆程度。

国 际 上 ，时 间 银 行 最 早 在
1980 年左右开始倡导，期待能为
社会变革带来一些经济和精神效
益。所以，它的早期概念是以时间
换金钱，以化解在经济窘境下对生
活所需用品和服务的满足。

但随着时间银行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在国内实践的过程中，更多的
在志愿服务领域催生出对社区助老模
式的大量探索，也收获了很多成果。
以鸿利社区的“义工信用银行”为例，
运行12年的时间，已经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运行机制。同时，第一代志愿
服务储蓄者已经可以得到回报，也在
实际上验证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

义工行为是志愿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义工群体越大，服务越广
泛，其倡导的志愿服务精神影响力
也越大，同时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
社会文明程度。志愿服务营造了人
人互助的和谐社会氛围，在这种氛
围下，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这
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良性循环。

随着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志愿服
务也需要更有效地释放能量，“义工银
行”实际上是用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
对志愿服务进行的一个量化。传统
银行管的是钱，它的运行实际上体现
的是一种货币的契约本质。志愿服
务可以用这个原理进行时间储蓄和
爱心提取，这实际上是社会契约精神
在社会文明互助层面上的一种升华。

当“义工银行”的模式将零散、
自发的互助行为汇聚成有形的、可计
量的整体，并更有效地进行分配，这
就会使志愿服务释放更多能量，形成
增值的效果。相信在进一步的探索
和实践中，“义工银行”还会催生更多
的模式，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
带来更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志愿服务量化
是契约精神的升华
王 琳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5
月14日记者获悉，辽阳正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寄递渠道危险化学品专项
整治，突出对收寄源头的安全管控，
强化开箱验视和实名收寄管理。

此次专项整治中，辽阳将重点
加强对危化品生产、销售企业交寄物
品的收寄验视，严格进行交寄物品登

记信息与内件物品的核查比对，定期
对企业内部的安全保障设施进行检
查维护，坚决将危化品等禁寄物品拦
截在寄递渠道之外。同时，辽阳市还
要求寄递企业掌握“危化品名录”和

“全省危化品企业名录”，有针对性地
防范危化品收寄，指导企业建立并完
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机制。

辽阳开展寄递渠道
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在拥
堵或特别复杂的路段，当交警无法快
速到达现场时，无人机就派上大用场
了！”5 月 14 日，大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西岗大队事故中队民警丁洋演示
了“交通事故现场无人机勘察系统”
操作及其带来的便利：无人机起飞直
达事故现场，在上空徘徊几分钟后，
手持终端上一张现场记录图和比例
图便绘制生成。据悉，为引领科技强
警，西岗大队今年在全市率先引入

“交通事故现场无人机勘察系统”，
重点解决大型活动或节假日期间，

因交通拥堵带来的事故处理难题，
加快实现道路交通事故“空地一体
化”模式转变。

据介绍，无人机拓展应用在道路
交通管理领域中可有效地促进道路
交通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的提升，使
交通安全管理更智能、更高效。“交通
事故现场无人机勘察系统”不但具备
传统无人机能够快速赶赴现场的优
势，同时还配备了一套完整的现场勘
察、制图和信息采集系统，可以快速
固定现场证据并绘制生成记录图和
现场比例图，在短时间内便能完成事

故现场所需数据采集。系统有照明
设备，即便是在夜间也可清晰成像。
另外，喊话器等装备还可以帮助交警
提示现场的司机，实现交通事故现场
的快速撤离以及对现场的科技还原
和保护。

目前，“交通事故现场无人机勘
察系统”每天都会随警和勘察车在
辖区内使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无人机勘察系统相当于流动的电子
交警，在没有事故发生时可作为“巡
逻员”，查清道路交通的拥堵点，便
于增派布置警力，同时提示交警及

时发布拥堵信息，避免更多人、车涌
入，减少道路压力和事故风险，尤其
是在举办大型活动、节假日期间和
景区景点周边，平时的作用则主要
体现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今年“五
一”期间，在大连森林动物园和滨海
路交界等易拥堵的路段，交警使用了
无人机勘察系统疏导交通，获得很好
效果。另外，无人机勘察系统还弥补
了小街小巷等天眼覆盖不到地方的
交通执法功能的不足，特别是无人
机俯拍的空中电子图像，是事故判
断的重要依据。

大连试用无人机处理交通事故
短时间可完成事故现场所需数据采集

本报讯 “当时我没想太多，
只是想这么多钱丢了，失主一定很
着急，所以我就停止了运营，去找
失主。”5月14日，朝阳的哥米自明
说起拾金不昧的事觉得很正常。

5 月 9 日 9 时，朝阳市天启出
租车运营公司的出租车司机米自
明在燕都新城拉上一名女乘客。
当汽车行驶至目的地时，这名女乘
客拎着挎包就下车而去。随后，米
自明继续驾车向前行驶。当出租
车行驶过一段路程停车时，米自明
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下后车座，发
现座位上有一个包装袋，打开后发
现里面是现金10万元。米自明立
即停止了运营，开车来到朝阳市运
管处，希望帮助寻找失主。

此时，交通分局民警也接到指
挥中心的信息：一名女子报警说把
装有10万元的钱袋子丢在出租车
上，正在焦急寻找……

“发现钱袋子丢在出租车上之
后，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来到交通
分局取钱的失主吴女士说。这笔钱
是给丈夫缴纳养老金的，当时她从银
行取完钱出来后上了出租车，下车时
习惯性地只拿了自己的挎包，到家之
后才发现忘记拿钱袋子。“我和爱人
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眼泪都急出来
了，赶紧打电话报警。”吴女士接着说。

“这些钱真是我家的命根子
啊，太谢谢您了。”巨款失而复得，
女失主深深感激地说。

孙 良 本报记者 张 旭

的哥捡到10万元钱送还失主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5
月14日，记者从沈阳市城乡建设局
了解到，沈阳东一环快速路地面道
路开始进行桥下空间利用、道路整
修、人行过街设施建设等施工，预
计今年7月底前地面道路将形成双
向8车道通车条件。

沈阳东一环快速路采用“高架主
线双向6车道+地面道路双向8车道”
方式，全长约3.8公里。去年年底双
向6车道的高架主线具备了通车条
件，从辽宁大学崇山校区至长青街仅
需20分钟，实现了全线无交通信号
通行，通车后不但能提升沈阳城区东
部地区的出行条件，还将极大地缓解
青年大街、南北快速路的交通压力。

据了解，东一环快速路地面道

路改造工程全长4208米，标准宽度
60米。机动车道标准段为地面双向
8车道，交叉口处及有条件处拓宽至
双向10车道。机动车道外侧慢行系
统尽量做到“人非分离，各行其道”，
并且保证了非机动车道至少2.5米、
人行道至少3米的全线连续性。

中铁上海工程局东一环项目
经理高建群介绍：“地面道路改造
充分考虑慢行优先、以人为本，统
一以机动车道至建筑距离14米为
指标，大于 14 米的路段设置路外
停车，小于14米的取消路外停车，
同时为保证停车位数量，考虑适当
位置取消中间分离带，设置桥下停
车场，为周边小区居民及商户提供
了大面积的停车场地。”

沈阳东一环快速路
地面道路7月通车

去年，因无私抢救陌生老人，大学
生丁慧让锦州闻名全国并荣登“中国好
人榜”。5月12日上午，一位66岁老人
在登山时突然发病昏迷不醒，一群锦州

“丁慧”为抢救其生命展开了一场爱心
救援，为老人进行了40多分钟的心肺复
苏按压。从一个丁慧，到一群“丁慧”，
这座英雄的城市充满着爱的力量。

当日上午，在锦州北普陀山景区，
几位老人说笑着一同向山上走去，行
至氧吧健身山路 1000 米处时，一位
老人无声地倒地，人事不省。生命危
在旦夕，亲友与路人纷纷前去救助，
有拨打 120 急救电话的，也有拨打景

区救援电话的，还有路人送来了速效
救心丸……

此时，恰好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
协会组织锦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与何氏眼科医院的大夫们在景区为游
客义诊，接到求救电话，医生和志愿者
以最快速度向患者方向赶来。

20分钟后，义诊大夫和志愿者赶
到现场展开救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医生谢倩倩立刻给患者做专
业的心肺复苏，渤海大学学生王欢毫
不犹豫地为患者做起了口对口人工呼
吸，何氏眼科医生刘丹婷检查患者的
瞳孔和身体……

几分钟后，患者的颈动脉开始出现
微弱的跳动，脸色也变得鲜亮起来。有
希望！十几只手把一块防雨布举得更
高，为患者遮挡着渐强的阳光。当急救
车到来时，心肺复苏按压已经持续了40
多分钟。医生说：一直进行的心肺复苏
按压，为抢救病人争取了时间。这些人
的爱心，让这座古城更加温暖。

昨日，参与救援的谢倩倩告诉记
者：“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一种职责
和本能，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当时脑
子里就一个信念，只要有一线希望，就
不能放弃。”

王欢是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志愿

者，他配合医生做人工呼吸，30次按压，
2次人工呼吸，为医生救助赢得了时间，
抢救结束时他累得瘫在了地上。王欢
告诉记者，他曾在爱心协会组织的活动
中学习过急救常识，所以能很专业地为
患者进行人工呼吸。他用湿巾把患者
的口腔清理干净，以免阻塞呼吸道，又
毫不嫌弃地给患者进行口对口的人工
呼吸。他说，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看
到患者和自己的父亲年纪相仿，自己的
亲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会希望别
人能伸出援手，由己及人，他希望通过
自己的行动，把正能量和志愿服务精神
传递给更多的人。

老人晕倒后，“丁慧们”上演爱心接力
本报记者 文继红

视点 SHIDIAN

小老鼠登台、孔雀开屏、龙
凤呈祥……一个个活灵活现的
糖画，勾起了在场人的童年回
忆。5 月 14 日，在沈阳市铁西区
社区非遗文化课堂上，沈阳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李氏

糖人的第五代传人李凤艳，手把
手教孩子们制作各种各样的传
统糖画。

李凤艳出生在糖人世家，从
小爷爷就领着她走街串巷卖糖
人，几年下来她学会了这门老手

艺。爷爷在临终时，将李氏糖人
传承人的担子交给了她。李凤
艳说，4 年前为了更好地发扬和
传承糖画技艺，她在家里开办了
李氏糖人工作室，并经常开展传
承非遗文化的公益活动。她最

开心的事，就是手把手教孩子们
学做糖画。几年来，她通过社区
非遗文化课堂，把祖传的糖画技
艺义务传授给了400多名中小学
生。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李凤艳把祖传糖画手艺传承下去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记
者 5 月 14 日 从 大 连 生 态 环 境 局 了
解到，大连全面排查行政区内所有
入河（湖、库）排放口，并由口及源
追溯排放主体，最终建立全市排放
口 名 录 库 及 排 放 源 与 排 放 口 关 联
台账。

目前大连纳入河长制管理的河
流共有 327 条（含支流），水库 205 座，
河流总长度 4076 公里，现有村级河

长 961 名，乡级总河长和副总河长
309 名。此次主要完成两项任务：一
是摸清入河排放口底数，对全市行政
区内所有河长制管理范围内的排口
尺寸在 200 毫米以上入河（湖、库）排
放口进行排查，不分城镇农村、不分
污水雨水、不分是否排水，建立排放
口名录；二是完成入河排放口溯源分
析，从排放口倒推，对所有排放源进
行详查，将排放源同排放口进行关

联，建立源与口关联台账。
此次排查以属地为主，覆盖大连

市 13 个区（市）县和先导区内的河
流、湖泊、水库和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雨洪排水、农田退水、养殖退水等
各类排放源，排查内容主要包括排放
口名称、位置、类型、受纳水体、排放方
式及规模、责任主体等相关信息。排
查工作实施河长负责，平均每名村级
河长排查河道长度约 4 公里，每名乡

级河长负责的河段长度约 13 公里。
严格落实徒步排查方式，对责任河段
内的排放口逐一排查、登记，对县乡村
行政区交界处的河（湖、库）段，做好对
接、明确界线，杜绝出现遗漏或死角，
确保排查范围全覆盖，有口皆查、应查
尽查、一个不漏。近日，大连市要完成
入河（湖、库）排放口排查溯源工作，实
现“排放源——入河排污口——环境
水体”全域全链条关联。

大连对所有入河排放口进行排查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