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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游客彭墩景区勇救四名落水女子》续

获救者：感谢蒋劲给了我们二次生命
“
感谢蒋劲，是他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堤边有围栏，清淤口未设围栏，设有下湖
请你们好好地宣传这个正能量故事。”昨日， 的阶梯）冲进湖里。 三轮车侧翻，4 人均被
在荆门市二医东院住院的钟祥市石牌镇贺 甩进湖里。 王梅被甩得最远，是蒋劲第一
集村村民刘桂芳对荆门晚报记者说。
个救起的。“当时她淹在水里，只在头发露
6 日，荆门晚报和荆门晚报微信公众 出水面。 ”王梅的丈夫刘纪新说，要不是蒋
号刊发《黄石游客彭墩景区勇救四名落水 劲，她已经没命了。
女子》的消息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读者
“我掉到水里后，手在水里乱抓，最后
抓到三轮车车厢栏杆才浮出水面，脚顺势
和网友纷纷为救人者蒋劲点赞。
昨日， 荆门晚报记者通过彭墩集团， 踩在湖边台阶上，这才站稳。 我看到伍逢
辗转找到了其中的两名获救者刘桂芳、王 珍头淹在水里，便去拉她的肩，她才浮起
梅，并请她们还原了当日事故经过。
来，那时伍逢珍的脚还被车厢压着。 熊东
萍那时最清醒，站在水里大声喊救命。 后
谈事故经过：
来蒋劲把我们拉上岸来。 ”说起落水被救
三轮车为避让行人冲入湖里
的经过，当时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呈现在刘
刘桂芳、王梅、伍逢珍、熊东萍都是石 桂芳眼前。
牌镇贺集村村民， 年龄在 30 多岁至 50 谈伤情：
岁之间。 农闲时，她们一起在彭墩集团葡
当时身体没问题，没想到问题还很大
萄园打工， 乘坐的是伍逢珍驾驶的三轮
车。 10 月 30 日，4 人在彭墩食堂吃完中
她们换好衣服后，被送到当地的医务
饭后， 驾乘三轮车返回临时休息房间休 室检查。 当时都感觉没什么问题，但离开
息。 经过青龙湖堤坝时，前面一辆观光车 医务室后，她们都感觉不对劲。 葡萄园的
停在路边，三轮车从道路左侧通过，哪知 负责人下午 2 点多钟开车将她们送到市
前面还有一名行人，为避让行人，三轮车 二医东院进行检查。
“下车时，我路都走不成了，大腿肿得
紧急转向， 顺着堤边约 2 米宽的清淤口

掇刀人大
开展市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燕 通
讯员张志军 薛勇）昨日上午，掇

刀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掇
刀区选举的市九届人大代表述
职评议活动，13 位市人大代表
分别述职并接受现场评议，其民
主测评结果为全部称职。
组织市人大代表向原选举
单位述职并接受评议，是掇刀区
人大常委会在新形势下加强和
改进代表工作的拓展与创新，是
贯彻《代表法》《选举法》的具体
体现，也是打造新时期“两个机
关”的重要举措。为此，掇刀区人
大常委会成立了述评工作领导
小组，对述职评议代表、述职时
间、述职内容、述职程序、述职要
求等做出全方位部署。
会上，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工
作，就本职工作、联系选民、发挥

作用等方面的情况依次向参会
的近 30 名常委会组成人员作
详细汇报，并分析执行代表职务
中存在的不足和今后的打算，就
今后更好履职尽责进行表态。参
会常委会组成人员在肯定人大
代表重视学习强本领、依法履职
担责任、干好本职促发展、热心
公益惠民生的同时，建议代表们
进一步增强履职、学习、责任和
法律意识，并现场填写《掇刀区
选举的市九届人大代表述职评
议测评表》， 以无记名投票的形
式对代表进行了民主测评，从满
意、 基本满意和弃权 3 个等次,
对他们进行客观
“
打分”。
按照每位代表在届内至少
参加 1 次述职评议的规定，掇刀
区人大常委会将每年开展一次
市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

这么粗。 ”刘桂芳两手比画成一个大大的
圆圈。“
王梅在车上就吐了很多水，用塑料
袋接着，下车后还在吐。 ”
经过检查，4 人中只有熊东萍伤势最
轻，不用住院，刘桂芳、王梅、伍逢珍入院治
疗。 刘桂芳是左大腿挫伤，内有淤血；王梅
是肺挫伤，右大腿挫伤；伍逢珍脚骨折。 昨
日记者采访时，刘桂芳躺在病床上做理疗，
王梅刚去做了腿部检查回病房。 而伍逢珍
脚部固定包扎好，于 6 日回家养伤去了。
现在，她们的医药费暂由彭墩集团垫
付。彭墩集团和葡萄园的负责人 6 日专程
到医院来看望慰问， 让她们专心养病，不
要有其他负担。

谈救人者蒋劲：
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荆门晚报的新闻她们都通过手机看
到了，王梅远在外地打工的孩子也通过手
机看到了新闻。 孩子嘱咐她，一定要好好
感谢救命恩人，要弘扬正能量。
晚报记者采访时，她们向记者打听救
命恩人蒋劲的情况。
“水中救人也有风险，如果方法不当，

医生询问刘桂芳病情
可能把救人者自己的命搭进去。 我也是在
看到你们的报道后，才知道他以前是位医
生，有经验。 ”王梅的丈夫刘纪新言谈之中
充满对蒋劲的感激之情。
“他很负责，反复询问车上有几个人，
还有没有人在湖里， 听到都救上来后，他
才离开。 我在现场就感谢过他了，王梅当
时也说过感谢的话，可能他没听到。 ”刘桂
芳说，是他给了她们第二次生命，祝福好
人一生平安！
记者走时， 刘纪新还反复拜托记者，
一定要好好宣传蒋劲的事迹，弘扬社会正
（戴永君 文 / 图）
能量。

东宝部署创城重点工作
昨日，东宝区召开 10 月份城市管理工作点评会
暨创城环境整治组联席会议。会上观看了 10 月份城
市管理工作暗访检查视频，通报了 10 月份违法建设
新增情况、社区考评情况、马路局长考评情况、门前
三包情况，并对 10 月份社区考核前五名进行颁奖和
明确各单职责分工，安排部署创城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要正视问题明方向，部分社区、学
校、 农贸市场及背街小巷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 督促责任单位迅速整改； 要主动作为求突
破，对于临街建筑外立面整治、城市秩序、环境卫
生、农贸市场、控违拆违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要
求严格按照创城标准进行任务分解，严格督办；要
强化措施抓落实，在测评首考中，凡拉低分值的责
任单位和区域所属街道社区，实行一票否决，取消
相关单位当月获奖资格， 取消当年文明单位创建
资格。
( 郑波 苏婕 )

东宝区城管执法大队成立专班助力创城
荆门晚报讯（通讯员胡盼 记者杨涛）日前，东
宝区城管执法大队组织召开创城迎检再动员和作
风纪律整顿暨业务学习培训会， 要求全员全面进
入临战状态，全力以赴打赢创城攻坚战。
本月底至 12 月初， 我市创城工作将迎来省
“
首考”。为此，该大队抽调 50 余人成立整治专班，
分为 3 个小组，每天从 7 时 30 分至 21 时开展整
治活动。 3 个整治小组车辆和人员，随时保持临战
状态，做到人歇车不歇，重点对城区突出问题进行

集中清理整治。 对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依规严格
进行处罚。
目前，该大队已整治象山大道、白云大道、金
龙泉大道、中天街、北门路、泉口路等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共发现
和整改涉及 占
道经营、沿街晾
晒等各类问 题
300 余处。

装饰装修找诚信企业“
十佳”品牌任你挑
荆门市首届装饰建材行业
“
十佳诚信示范企业”
专 家
评审团

荆门市装饰装修行业管理办公室
荆门市建筑装饰装修协会
荆 门 日 报 传 媒 集 团 （荆 门 晚 报 ）

荆门市消费者委员会
荆门市装饰建材流通协会

详情可登陆荆门建筑装饰网
（http://www.jmjzzsw.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