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
救援队伍水域救援实战
化能力，日前，杭州消防
支队水域救援专项轮训
工作在千岛湖水上训练
基地正式开班，来自杭州
各个区县市的25名消防
救援人员参加了第一期
理论培训和实战训练。

通讯员 王静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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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

毕玉珍
···

近日，56岁的祝阿姨因为3

年来反复大便隐血阳性来县第

一人民医院就诊，因为她没有腹

痛、腹胀，大便也无异常，便自以

为是痔疮引起的，一直没有上

心。今年得益于肠癌筛查，她再

次检查大便隐血，结果还是阳

性。这一次她拿着化验单来到

了消化内科门诊，消化内科医生

了解情况后，马上给祝阿姨预约

了胃肠镜检查。

肠镜结果出来让消化科医

生大吃一惊，肠子里居然长了一

棵4厘米大的“圣诞树”。这么大

一个肿块，是结肠息肉吗？是结

肠癌吗？要外科手术吗？如果

是做外科手术，那就要把肠子切

掉一段，创伤就大了。消化科医

生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处理。

祝阿姨看着报告单，更是

焦虑万分，她颤抖着双手问道：

“医生，我是不是得了癌症？”这

时，淳安一院党委书记张骏博

士刚好来到内镜室。张骏仔细

观察祝女士的肠镜图片，指出

这是一颗腺瘤性息肉，息肉顶

端可能存在部分癌变，但是基

底部的结构还是相对规则，可

以采取内镜粘膜下剥离技术

（ESD）切除。

术前，医护人员给祝女士完

善了腹部增强CT及血化验，充

分评估后给她安排了结肠ESD

手术。由于肿块较大，而且位置

长得不好，操作难度也比较高，

手术当中张骏还采用了一项自

创的新型辅助技术（橡皮绳辅助

牵引技术），让手术更顺利进

行。历时1个多小时，一棵“圣诞

树”被完整切除了。祝女士和家

人看到被完整切下来的“圣诞

树”，十分感激医护人员，也非常

庆幸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省城

的医疗技术，避免了去外地求医

的周折劳顿之苦。术后，祝女士

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术后第5天

就顺利出院了。

“结直肠癌与其他癌症不

同，它首先症状隐匿，早期大多

没有任何症状。《中国中晚期结

直肠癌患者诊疗现状调查》表

明，85.8%的患者是发现便血、严

重腹泻或腹痛等症状才去检查

的，结果一查就是进展期或者晚

期，只有不到7%的肠癌患者，是

无症状去体检发现的。”张骏介

绍道，95%的结直肠癌是从大肠

息肉（腺瘤性）慢慢演变而来的，

目前我国就诊患者中，早期病例

不足10%，而早期诊治与晚期诊

治，医疗费用相差5倍以上。

据了解，一个早期息肉癌变

病者，大多无需外科手术，只需

肠镜下治疗即可，医疗费用在万

元以下。而中晚期大肠癌，手术

治疗加化疗起码要花费数万

元。除了医药费昂贵，晚期手术

的患者身体创伤大、恢复慢、预

后差，并发症极多。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筛查

出大便隐血阳性的第一时间就

要引起重视，并及时完成胃肠镜

检查，或者在40岁前做第一次胃

肠镜，此时，若发现有胃肠道息

肉，及时切除就可以杜绝癌变。”

张骏说，“ESD（内镜粘膜下剥离

术）是一项先进的内镜微创技

术，它的优点是微创、体表无疤

痕、不改变消化道结构，同时实

现避免外科手术，便对胃肠道表

浅早期病变进行治愈性切除。

通过ESD这一微创方式将病灶

切除，不仅可获得完整的病理诊

断，且尽可能减少了患者的手术

痛苦，缩短恢复期，降低患者医

疗费用，是切实的‘福音’。”

在家门口享受到省城医疗技术

内镜微创技术为患者带来“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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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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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打击整治各类养

老诈骗违法犯罪行为，提高老

人的识骗防骗能力，守护好老

百姓的“养老钱”，近日，鸠坑乡

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

项行动。

该乡平安办联合片区民警

主动走近老年人群体，通过发

放《鸠坑乡关于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的倡议书》，向老

年人宣传防范养老诈骗相关知

识，同时根据老年人的生活特

点，结合实际案例，用通俗易

懂、生动活泼的语言详细讲解

“以房养老”“保健品治病”“黄

昏恋”、汇款诈骗、迷信诈骗等

多种诈骗手段，并引导有条件

的老人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软件，提醒老年人要捂紧

养老“钱袋子”，保持清醒头脑，

不贪不给不上当，不给犯罪分

子可乘之机。

“严阿姨，看你手机抖音刷

地很熟练，平时看看视频打发

时间是好事情，但是千万不要

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链

接，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参

与刷单哦。”在鸠坑乡中联村健

身场地，网格长万红一边分发

宣传资料，一边耐心地劝导。

同时，乡平安办以近期村

民要常规化核酸检测为契机，

在核酸检测点积极开展反诈宣

传，揭露电信诈骗手段。以面

对面拉家常的形式讲解网络刷

单、冒充客服、网络投资理财等

电信诈骗典型案例，以及如何

识别、应对、防止上当受骗等方

法，牢牢守住辖区群众的“钱袋

子”，做到防疫、反诈“两不误”。

自本次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活动开展以来，鸠坑乡共发放

倡议书及各类宣传单、宣传册

1000余份电子显示屏投放反

诈宣传片30余次，接待群众咨

询20余次。通过广泛宣传、摸

排线索、专项打击，有效帮助辖

区老年人提高识骗防骗意识，

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辖区群众的广泛好评。

鸠坑乡

防疫反诈两不误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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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消了……”5月25日下

午15点29分，里商乡塔山村村民

余某某在微信群发出了一段镜头

破损的视频和2句微信语音，声音

含糊不清，只从中听到了一句“吃

不消了”，群里立刻沸腾了起来。

塔山村村两委和村民通过

对视频及余某某日常活动轨迹

的分析，判断出该村民在塔山村

燕窝自然村农居点对面的山上

修剪茶枝，塔山村村两委成员第

一时间给同住在农居点的网格

员叶志明打电话，让他先过去查

看情况。当时的叶志明正在家

中小卖部悠闲地刷着手机，一接

到电话，拖鞋都来不及换就赶紧

往山上跑。“今天太阳很烈，温度

又高，将近30度的温度，在山上

剪了几个小时的茶叶枝，他怕是

中暑了。”叶志明边跑边想，又不

自觉地加快了上山的脚步。

在茶山上，叶志明看到了躺

着的余某某。他先是呼唤了几声，

看余某某神志尚清醒，又赶紧用

“土办法”在脖颈处给他刮痧，并喂

他喝下“藿香正气水”。同时，又给

一位村民打电话，两人一起把余某

某背下山，到阴凉处休息。

大约过了20分钟，余某某看

着还是十分难受，症状似乎没有

好转，村民们又齐心协力给他抬

上了叶志明的车，送到里商乡卫

生院许源分院治疗。医生表示，

由于救助及时，余某某当下温度、

脉搏、血压都正常，只是需要多加

休息，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大家才发现叶志明受

伤了。原来，叶志明在上山时奔

跑过急，好几次鞋子掉了，脚上

被搓掉了一大块皮。“还好他没

事，我就一点点破皮，不碍事

的。”叶志明说道。

这件突发事件也牵动着群

里500位村民的心。在确定余某

某没事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在群

里报了平安。

一段视频引发一场爱心救助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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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霞
···

近日，大墅镇巾帼志愿者积

极争当“爱粮节粮兴粮”的宣传

者。在一片麦田中，巾帼志愿者

分工有序，有的挽起袖子，拿着

镰刀，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一

起在麦田中收割麦子，也有四五

个好友一起站在老式的打谷桶

边，手中握着麦子，一下一下地

捶打着麦穗，看着慢慢脱落下来

的麦子，感受着丰收的喜悦。

大墅镇洞溪村村民郑忠诚

笑着说：“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热

的天还能下来帮我割麦子，如果

不是你们帮忙，麦子不能按时收

割，下雨了的话，这么好的麦子

就可能烂在地里。”

“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

义，不仅让我了解了更多的农耕

知识，锻炼了我的劳动能力，也

实实在在为群众做了实事。”巾

帼志愿者方倩说道。

此外，大墅镇妇联还联合大

墅镇中心幼儿园的老师们，把

“节约粮食”的课堂搬到了大自

然当中，带领小朋友实地体验收

割麦子，让每个小朋友把“爱惜

粮食、节约粮食”的理念根植

于心。

接下来，大墅镇妇联将继续

组织大墅镇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企、群众

当中，使广大村民深入了解粮食

安全战略和各项种粮惠农政策，

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大墅镇 巾帼助力“爱粮节粮兴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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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环

保意识，了解垃圾对环境的危

害，也了解如何正确进行垃圾分

类，近日，李家坞社区联合青年

之家，组织开展了“垃圾分类 绿

色童行”主题宣讲会活动。

志愿者通过分发垃圾分类

图册、知识大比拼、模拟投放互

动游戏等，让所有孩子都学习

了各种垃圾的分类收集方法，

更让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垃圾分

类的好处，鼓励大家日后用行

动爱护自己的家乡，一起为绿

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垃圾分类 绿色“童”行

5月25日，浙江千岛湖景区旅游有限公司全体党员奔赴解放淳
安第一村——威坪镇三坦村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听取原县委党史
研究室主任江涌贵讲述“红色故事”，并在纪念碑前重温了入党誓言，
回忆自己的入党初心，坚定不移跟党走。 通讯员 周春梅 毛傅娟

通讯员
···

徐文威
···

金融业务体系是支撑乡村

振兴、助推共同富裕的要素之

一。今年以来，淳安农商银行

不断下沉金融服务，织密服务

网络，加大普惠金融建设力度，

有效保障广大农区群众的基本

金融服务需求,真正打通了农

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让广大村民切实享受到普惠金

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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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前学党史忆初心

富文乡 开启乡村“美颜”模式
通讯员
···

沈璐
··

在富文乡富文村，宽阔平整

的柏油马路，井然有序的果蔬菜

地，干净整洁的房前屋后，成为

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近日来，富文乡以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为契机，全乡上下开展

“洁美乡村”大行动。“干净整洁

的村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

我们村每个人的事情，我们要响

应号召，大家齐动手，让环境美

起来。”在富文村村民动员大会

上，村党组织书记王佳明的倡议

得到了大家的响应。此次行动

中，更换破损水阀井盖10个，拆

除乱搭乱建10处，整治乱张贴

23处，清理垃圾桶562只，纠正

垃圾分类不准确15处。大家既

扮靓了道路、广场、公园“面子”，

又打扫背街小巷、房前屋后、犄

角旮旯等“里子”，开启富文村美

丽城镇“美颜”模式。

“现如今，村民的主人翁意

识被激发了，大家都自觉维护环

境卫生，不管走到村子哪里，都

是干干净净的。”富文乡村民曾

福强由衷地感叹。通过此次活

动的开展，不但改善了城乡风

貌，提升了人居环境，而且提高

了群众的精气神。

下一步，富文乡将依托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和市级美丽城镇样

板创建，进一步扎实开展城乡风

貌整治提升工作，展现“自然、传

统、现代、和谐”的美丽新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