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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重立 杨 勇）9 月 20 日清晨，洛南县公安局洛源
派出所民警经过半个小时的紧急施救，将一名被困 20多米深水井的村民成功
救出，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当日 5 时 45 分，洛源派出所接辖区一村干部报警，称其村一 30 多岁男性
村民现被困在 20多米深的水井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请求快速出警施救。

接警后，洛源派出所组织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民警经现场察看，
发现被困井内的青年男子紧紧抓着井壁上的石头浮在水面，虽无生命危险，但
其情绪激动，对欲下井施救的救援工作极不配合，情况十分危急。对此情况，
救援民警与被困男子主动保持距离，积极询问其被困原因，不断进行安抚，以
稳定其激动情绪。其他救援人员及时找来被困男子家属，对其引导，以保障救
援工作顺利进行。在民警及村组干部的耐心劝导下，被困男子主动将施救绳
索系在了自己腰间。经过救援民警与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男子从 20多米深
的水井被成功救出。

据了解，被困男子因家中琐事心烦便早起散心，在路过距自己家约 10
米的一口水井时，不慎跌落井中。当民警问及其在井中因何情绪激动，不愿
配合施救时，男子称其因在井下寒冷和焦躁，加之怕被人笑话，因此拒绝了
热心人的施救。

获救后，被困男子及其家人对派出所民警的紧急救援连连致谢。民警将
其送往医院进行检查，获救男子无大碍。

男子被困水井 警民合力救出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春荣 韩新龙）“疫情面前，家乡的党员干部不惧危
难、冲锋在抗疫第一线，作为家乡一分子，没有理由不站出来。”日前，在西安市
跑货运的丹凤县棣花镇陈家沟村村民陈李江，在把众乡亲捐赠的抗疫物资送
到陈家沟村时感慨地说。

9 月 13 日晚，一批价值 2 万多元的蔬菜、口罩、消毒液等抗疫和生活物资
安全运抵陈家沟村，这是由该村在西安打工的众乡亲集资购买的物资，凝聚着
身处他乡村民对家乡的深情厚爱。在西安打工的村民李丹江说：“抗击疫情、
人人有责，虽在他乡，而家乡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都牵动我的心，这只是为家
乡抗击疫情尽一点微薄之力。”

9 月 9 日，丹凤发生疫情后，全县实行静态管理。家乡的疫情牵动着陈家
沟村在外务工人员的心，他们虽身处他乡，却心系家乡父老乡亲。为支援家乡
抗击疫情，他们自发组织捐赠物资。在西安市建筑行业工作的该村一组村民
李广及时与在西安市的老乡们联系沟通，号召大家要用速度、力度、温度把爱
心传递到家乡。短短几个小时，他们为家乡募捐抗疫善款 1万多元，并购买了
蔬菜等生活用品。从事医疗工作的陈家沟村三组村民陈阳积极协调有关部
门，争取防护服、防护面罩、N95口罩等物资价值 1万多元。物资备齐后，由在
西安市跑货运的村民陈李江开车运抵陈家沟村。

打 工 人 心 系 家 乡

捐 物 资 助 力 抗 疫

本报讯 （通讯员 吴 京）为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法治意识，守好老年
人的“钱袋子”，商南县检察院采用“检察+”的创新方式，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筑牢养老反诈“防护网”。

商南县检察院组织干警深入敬老院、社区、广场等地，积极开展防范养
老诈骗宣传活动。干警通过举例子、讲道理、以案释法的方式，耐心向老年
人讲解防养老诈骗知识，同时发放印有相关案例的宣传册，提高老年人的
防骗能力。今年以来，商南县检察院共开展 8 次集中宣传活动，发放宣传
册 900 多份。

为使广大老年群体能够更加生动地认识养老骗局，铲除诈骗分子嘘寒问
暖的“甜蜜”陷阱，商南县检察院组织人员拍摄“反诈”短视频，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情景故事进行宣传，让观看的老年群众切身体会到诈骗分子“取信再取财”
的诈骗方式和手段，增强老年人的防诈“免疫力”。商南县检察院还在微信和
今日头条客户端设立“养老诈骗”专栏，适时推送与防范养老诈骗相关的文章，
不断拓展防范养老诈骗的宣传广度。

商南县检察院开展“国家反诈中心”APP 宣传活
动，组织干警走进商铺、居民家中进行宣传推广，帮
助老年人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讲解 APP
的操作流程和功能，并开通信息和来电预警功能，保
证 APP 能有效识别、拦截诈骗电话和短信，并叮嘱老
年人不能随意下载陌生软件，不能乱点陌生链接，遇
到要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陌生
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防止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手段
诈骗老年人。

商南检察院创新方式

筑牢养老防诈防护网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丹 杨丹
涛）我市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各级
公安宣传部门快速反应、随警作战，采
写新闻稿件，积极向社会各界展现商洛
公安队伍的抗疫事迹。市、县两级公安
机关坚持网上网下一体联动，各类阵地
协同发力，不断强化疫情防控宣传引导
工作，为商洛疫情防控工作营造了浓厚
舆论氛围。

全市各级公安宣传部门积极主动

对接各类媒体，坚持内宣外宣一同发
力。全体宣传民辅警坚守岗位，开展值
班备勤，建立一线宣传力量与媒体记者
交流联络机制，组织全市公安宣传民辅
警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渠道，发动防
疫一线民警、辅警积极提供新闻线索，
最大限度拓展素材来源，带动参战民辅
警争当先进、争做榜样的良好氛围。8
月 30 日，《商洛日报》刊登“商洛公安快
速处置涉疫违法案件”；8 月 30 日，《陕
西日报》刊登“一来一往给两个宝宝送
奶粉，我很开心”；8 月 31 日，《商洛日
报》4 版整版刊登“疫情防控中的最美

‘警’色——商洛公安民警战‘疫'一线
掠影”；8月 31日，商洛公安“今日头条”
发布的“用爱好给战友带去鼓励，商州

民警创作 RAP 为家乡加油”的信息，点
击阅读量累计突破 10万人次。

各级公安宣传部门在严格落实各
项宣传纪律的前提下，强化群防群控聚
合力，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开展疫
情防控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依
托商洛公安“今日头条号”“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新媒体阵地，迅速刊发了
展示一线抗疫民警良好精神风貌作
品。各级公安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先后
深入一线 20 多次，组织宣传民辅警前
往隔离区、管控区、方舱医院外围等防
疫一线开展重点报道，讲述商洛公安战

“疫”好故事，掀起宣传工作热潮，连续
19 天持续发布主题宣传报道 100 多
篇；商洛公安“今日头条号”“微信公众

号”“微博”及各县区公安新媒体账号编
发预警提示类素材 270 多条，受到市民
广泛赞誉。

市、县公安机关全力做好疫情期
间舆论引导工作，与网信、政务新媒
体 加 强 沟 通 ，及 时 发 现 处 置 涉 警 舆
情，着力营造良好执法环境。为维护
疫情期间社会大局稳定，市公安局积
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各级公安机关
强化执法，严厉打击一批违反疫情防
控规定案件，教育广大群众自觉遵守
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市公安局共向
社 会 发 布 50 例 涉 疫 典 型 案 例 ，进 一
步筑牢疫情防控底线，为全市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歼灭战提供了强有力
的舆论支持。

市公安局全力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 冯召杰）“现在
在这里散步，看到图文并茂的小景观，
既赏心悦目，又能受到启发和警示。”近
日，在镇安聂焘廉洁文化园散步的一名
机关党员干部有感而发。

今年以来，为增强廉洁文化的影响
力、渗透力和感染力，镇安县纪委监委
深入挖掘清代廉吏聂焘廉洁文化资源，
创新将廉洁文化建设与全域旅游高度
融合、廉政教育与休闲观光充分结合，
先后投入约 500 万元资金倾心打造该
县首个纪检监察廉洁文化园。目前，该
园展陈布设已进入最后阶段，计划于今

年 10月份开园。
镇安聂焘廉洁文化园位于镇安县

秀屏山公园核心区内，占地 600 亩，园
区建设突出聂焘廉洁精神，强调廉洁主
题，充分融合科技互动，打造可持续发
展的廉政教育基地。园区规划设计分
为启示篇、传承篇、践行篇三个部分。
启示篇充分展示聂焘其人其事其德；传
承篇通过挖掘聂焘廉洁精神，承上启
下，展示中华优良家风家训和新时代的
廉洁典范；践行篇通过感悟聂焘其人其
事其德，以及对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
廉洁从政要求，将聂焘廉洁精神内容落

实到实际工作中，实现通过教育增强信
念、促进实践的目的。

据了解，镇安聂焘廉洁文化园是镇
安县委、县政府今年紧锣密鼓建设的城
市提升重点项目。建立该文化园，目的
是弘扬清代镇安知县聂焘在镇安任职
8 年间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以实心行
实政，垦荒田、筑道路等为民、务实、清
廉的 8 大事迹和聂焘父亲聂继模所作
家训《诫子书》的优良家风。

“镇安聂焘廉洁文化园让原本严肃
刻板的廉洁宣传教育更接地气、更加生
动。今后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有新意

的载体和阵地，不断增强全县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廉洁意识，让廉洁思
想真正走进千家万户。”镇安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说。

镇安聂焘廉洁文化园建好后，年均
可接待省、市、县各级党员干部和学生
入园开展廉洁教育活动 260批次 1.5万
人次以上，为各级党员干部提供了一个
丰富的学习交流平台，将真正发挥出

“倡廉于有形、润物于无声”的作用，使
广大党员干部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
和熏陶，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作风、树立
廉政新风。

倡廉于有形 润物于无声

镇安倾力打造聂焘廉洁文化园

9月14日，江苏飓风集团向丹凤县捐赠抗疫物资，为丹凤县抗击疫情贡
献江苏企业的力量。这批爱心物资有医用外科口罩 10 万只、酒精湿纸巾
500箱、方便面300箱、水353箱、饮料278箱等，价值10万多元。

（本报通讯员 顾菲凡 摄）

1.什么是捐献机采血小板？
机采血小板捐献属于成分献血的方

式，即通过血细胞分离机捐献血液中的
血小板，而其他成分自动回输给献血者
的无偿献血方式，这种方式目前在国内
外非常普遍。

2.机采血小板临床有什么用途？
机采血小板主要用于血小板功能、

数量异常患者（如血小板无力症、血小
板减少症等）、大出血患者的救治，大量
输血患者凝血机制的调整以及肿瘤放
化疗患者的支持治疗。

3. 参加机采血小板捐献的条件
有哪些？

①血红蛋白（Hb）测定：男≥120g/L；
女≥115g/L。②红细胞比容（HCT）：≥
0.36。③采 前 血 小 板 计 数（PLT）：≥
150×109/L且<450×109/L。④预测
采后血小板数（PLT）：≥100×109/L。

4. 捐献机采血小板对身体有没
有影响？

捐献机采血小板与捐献全血一样，
对人的身体健康并没有任何影响，还能
降低血液的黏稠度，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病率。

5.捐献机采血小板会传染上疾病吗？
捐献机采血小板的过程中，每位捐

献者使用的都是经严格消毒的一次性
全新套材，使用后统一销毁，绝对不会
造成交叉感染。

6. 捐献机采血小板每次需要多
长时间？

机采血小板采集每次需要 40—60
分钟，听起来时间很长，但您的耐心可
能会挽回一个生命，那么你还会在乎这
点时间吗？何况看看电视、听听音乐，
整个捐献过程不知不觉就完成了。

7.献血间隔时间是多少？
①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2周，

不大于24次/年。因特殊配型需要，由医
生批准，最短间隔时间不少于 1周。

②单采血小板后与全血献血间隔
不少于 4周。

③全血献血后与单采血小板献血
间隔不少于 3个月。

8.捐献机采血小板前应注意些什么？
①了解血液知识，消除紧张心理。
②注意休息，不要饮酒和过度劳累。

③不要空腹献血，饮食应清淡，禁
食高蛋白、高脂肪食物。

④捐献血小板前一周不得服用抗
血小板聚集或抑制血小板代谢的药物
如阿司匹林、布洛芬、V—E、青霉素及
抗过敏药物。

⑤捐献前两天感冒发烧、腹泻、女
士在月经期要延缓献血。

9.捐献机采血小板后应注意些什么？
①采血后针眼处要保持干净，至少

在 12 小时内不要去掉穿刺部位的创可
贴，24小时内不要被水浸湿。

②献血后当天注意休息，避免剧
烈运动。

③适当补充营养，可以进食新鲜蔬
菜瓜果、豆制品、奶制品、新鲜鱼虾肉蛋
等，但不要饮食过量。

④穿刺处若有青紫现象并不要紧，
可能是少量血液渗入皮下的缘故，一般
情况下数日内可自行消退或两三天后
局部热敷即可消退。

⑤若有不适症状，请拨打 0914-
2335205。

10.捐献机采血小板的程序有哪些？
①有意捐献血小板者可先拨打电

话 0914-2335205咨询。
②在身体无任何不适的情况下，抽

出 2—3 小时的时间，携带本人身份证
等有效证件及献血证（曾献过血液者）
到中心血站成分科机采室，经过体检、
血常规检测、血液传染病快速检测，结
果合格后即可直接捐献血小板，捐献过
程大约 40—60分钟。

③献血结束后，休息片刻，适当补
充一些水分和食物，领取无偿献血证、
纪念品、交通费，即可离开。

11.捐献机采血小板可享受的权
利有哪些？

①献血者本人、配偶和直系亲属可
按《陕西省实施〈献血法〉办法》享受无
偿献血免费用血的权利。

②按中国红十字总会规定每捐献一
个机采单位按200ml
全血计算。

③献血累计达
一定量，由国家颁发
无 偿 献 血 奉 献 奖

（金、银、铜奖）。

血 小 板 有 关 知 识

为切实将垃圾分类融入疫情防控工作，9月21日，市城管局、商州区城管局、商州区垃圾分
类办联合在怡翠山庄小区、江南小区等开展“垃圾分类减危害·造福子孙千万代”主题生活垃
圾分类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小区居民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并通过动态人偶、分类服装、
趣味游戏、互动问答、喇叭播放、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共建
美丽幸福家园。 （本报通讯员 彭建文 摄）

开展垃圾分类开展垃圾分类
共建美丽家园共建美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