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润州区卫健委工作
人员将“江苏省第二届疾病预
防控制终身荣誉奖”获奖证书，
送到了早已退休多年的老职工
毛林英手中。此奖旨在表彰一
生为疾控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
当事人，本届全镇江市只有 2
位获得者。

看着珍贵的获奖证书，毛
林英心中百般感慨，她说：“我
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消
灭和防控血吸虫病。这个荣誉
是对我的认可，我非常珍惜。”

血吸虫病肆虐
她长期驻扎防疫一线

今年 84岁的毛林英，出生
于解放前的南京，20岁那年考入
苏州医专。毕业后曾想当临床
医生，却被组织分配到了镇江市
卫生防疫站。起初她不太愿意，
组织上告诉她镇江血吸虫病流
行非常严重，镇江卫生防疫站刚
刚组建，医务人员十分紧缺。于
是，毛林英服从了安排。

那个年代，象山乡是血吸

虫病重灾区，几乎家家都有病
人，而且患者都是家中的“顶梁
柱”。毛林英主动要求到象山
乡蹲点驻村，为老百姓普查血
吸虫病。

毛林英说，到了象山乡后，
她和当地的赤脚医生全力配合，
对几个血吸虫病流行村进行了
全面普查。当时的住宿条件和
检查治疗条件非常简陋，赤脚医
生负责挨家挨户收集村民的粪
便，毛林英则负责对粪便一份一
份地仔细淘洗，检查有没有毛蚴
孵化出来。为了提高检出率，她
对每个村民的粪便都要至少检
查3次，多时甚至9次。

大夏天，因为每天要对超
过上百人的粪便进行反复淘
洗，难以忍受的臭味常常让她
吃不下饭。毛林英说：“那时候
从来不怕脏不嫌臭，就一心想
着帮助村民。”

生养当天仍在工作
她用足迹丈量出钉螺分布图

毛林英介绍，现在科技发

达，治疗很方便，而当时治疗
血 吸 虫 病 用 的 是 一 种 名 叫

“锑剂”的药物，毒性非常大，
在治疗期间，病人基本要完
全卧床休息，甚至下床走路
都很容易跌倒。当时她每天
都和病人们在一起吃住，孕
期挺着大肚子，直到孩子临
盆当天她都一直在工作，“女
儿就出生在象山乡的血吸虫
病治疗室，我到现在还记得
很清楚。”毛林英说。

夏秋两季里，毛林英专心
检查和治疗病人，到了春季她
就开始往江滩跑，查找钉螺并
进行灭螺。当时的灭螺药叫

“五氯酚钠”，毒性非常大，都
是靠防疫站的医生们上阵，直
接用手抓药，撒在江滩的有螺
区。时间一长，毛林英整个手
臂上的皮肤都像脱手套一样
掉了下来，痛得钻心，但仍坚
守岗位。

以前去长江边的焦北滩一
带，毛林英和同事们都是靠步
行。那些年里，她用足迹丈量
出了润州区的钉螺分布地图。
正因为年轻时走路太多，毛林
英脚底的皮肤长期受挤压和摩
擦，长了一层厚厚的脚垫。如
今年老的她脚骨严重变形，没
办法穿普通的鞋子。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她身退心不退

“从1962年参加工作，我在
疾病预防控制战线上一直干了
37年，直到退休。见证了血吸虫
病从最初的流行严重，到一步步
发展到现在能完全可控。”毛林
英在血防事业上倾注了所有心
血，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守护一
方百姓的健康。没有成为临床
战线的医院专家，毛林英说，她
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退休多年的毛林英现在仍
关注着我市疾控事业的发展。
当她得知现在已经可以使用无
人机查找钉螺了，连连慨叹时
代科技的进步。去年，这位八
旬老人也开始使用智能手机
了，便时不时会与小一辈的同
事进行联系，了解当前疾控事
业的最新发展。

热爱学习、热爱新鲜事
物。作为一名老党员的毛林
英，不久前请润州卫健委的工
作人员帮她下载了“学习强国”
APP。毛林英说，以前她都是
上网学习各种知识，定期参加
社区党员活动，现在有了新的
平台，她也可以和其他党员在
群里交流、比拼，与时俱进。

《千与千寻》预热暑期档
今年多部电影值得期待

本报讯 随着中小学相继放假，
暑期出游季正式拉开帷幕。26日，记
者走访我市电影市场了解到，《千与千
寻》领衔开启暑期档，今年的暑期档主
要涵盖动漫片、剧情片等，也代表着这
个夏天的暑期电影风向标。

26日中午，记者来到镇江万达影
城，不少影迷坐在大厅里等候电影的
开场，其中大部分是来看《千与千寻》
的。“第一次看是十多年前在电脑上看
的，国内一直没有引进这部电影。”宫
崎骏影迷汪女士告诉记者，《千与千
寻》在“80后”心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千与千寻》定档后，约好和朋
友一起来重温。

“目前《千与千寻》点映平均口碑
和上座率都不错。”镇江万达影城负责
人李丹告诉记者，《千与千寻》票房实
力不可小觑，但是今年暑期档还有多
部电影值得期待。如《扫毒2：天地对
决》原先是安排在7月中旬上映，为了
竞争暑期市场，提前了 10多天上映。

《蜘蛛侠：英雄远征》，里面还会出现跟
“钢铁侠”有关的元素。此外，暑期值
得期待的还有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
降世》《未来机器城》《全职高手之巅峰
荣耀》等，也是“暑期合家欢”的优选。

（记者 杨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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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扬中法院
公开审理田某等 33 名被告人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采
矿 ，掩 饰 、隐 瞒 犯 罪 所 得 一
案，其中部分被告人实施了
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采
矿等犯罪行为，扰乱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构成恶势力
犯罪集团。

经 审 理 查 明 ，2012 年 至
2017年 12月，被告人田某、文
某和王某在未取得《长江河道
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共同在

长江镇江新区段 95 号浮标水
域非法采砂。被告人董某、朱
某等人明知被告人文某等人系
非法采砂，仍向其收购非法采
砂的赃物。

经鉴定，文某等人的非法
采砂活动造成采砂区河道结构
改变、水源涵养量减少 9.62万
立方米，河床原始结构受损
20.27万立方米，对河床和岸带
稳定造成严重威胁，恢复水源
涵养量及河床原始结构所需费
用约 209.34万元，造成渔业资
源损失72.24万元。

2015年底至 2017年 5月，
在非法采砂过程中，因不满被
告人文某等人提高代泵费等，
欲脱离文某等人不再由其代

泵，徐某等人多次遭到殴打。
2017 年 10 月 17 日，被告

人田某、文某将采砂船卖给陶
某（另作处理），因王某某与陶
某发生口角，便与陶某约好在
新区大港镇进行斗殴。王某
某将此情况向田某、文某报告
后，文某指使陈某带人与王某
某会合，王某某持械与陶某等
人对峙，田某、文某也赶至现
场，被告人田某一方将陶某黑
色奔驰轿车倒车镜砸坏，后双
方散去。

因涉案人数众多，庭审历
时近 8小时，法院当庭作出一
审判决，以犯非法采矿罪、寻衅
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对犯罪集
团首要分子田某处以有期徒刑

6年，罚金人民币 5万元，对文
某处以有期徒刑 5年，罚金人
民币 4.5 万元；以犯非法采矿
罪、寻衅滋事罪对犯罪集团重
要成员王某处以有期徒刑 3年
6 个月，罚金人民币 3.5 万元；
以犯聚众斗殴罪对犯罪集团其
他成员王某某处以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年；以非法采矿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他
29 名 犯 罪 分 子 分 别 处 以 刑
罚。在附带民事部分，依法判
令田某、文某、王某等人共同
赔偿非法采砂水域修复、渔业
资源损失及评估鉴定费用共
计 291.58万元，并在省级媒体
赔礼道歉。

(于颖 谢勇)

扬中法院公开审理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文艺名家“把脉问诊”
我市诗歌创作

本报讯 25日下午，市文联召集
活跃于我市诗坛创作的诗歌作者，邀
请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们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繁荣我市诗歌创
作，提高镇江本土诗歌作者创作水平，
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内容精
良的优秀诗歌作品。

《扬子江诗刊》主编、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胡弦现场为我市诗歌作者进行诗
歌创作指导和点评，面对面“把脉问
诊”。胡弦指出，诗歌作者要多方面吸
收营养，诗歌创作要与时代和生活紧密
呼应，写出个性特征。他强调：“诗歌作
品要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江苏科技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张坚强则希望诗歌作者们学
会反思，“面临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诗人
该如何生存，如何表达，如何坚守精神
高地。”研讨会结束后，我市诗人曾竹花
表示受益匪浅，“老师们言真意切的点
评，让我收获满满，同时激励我继续前
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花蕾）

老党员为年轻党员
讲述红色经典故事

本报讯 25日下午，金山街道京
畿路社区党支部联合6家党建联盟单
位共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讲述红色经典故事”活动。

活动中，社区邀请辖区80岁的退
休老党员刘映辉和 70岁的退休老党
员张凤仙，给在场的年轻党员们讲述
老一辈革命者们的战斗历程和红色经
典故事。老党员刘映辉希望年轻党员
们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牢记所肩负
的责任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随后，在场党员们还一起面对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年轻党员们为刘映
辉和张凤仙两位老党员过政治生日。

京畿路社区负责人郦玲花介绍，
通过此次活动，提升了年轻党员们的
党性修养，增强党员们的学习热情，提
升支部党员教育创造力，让年轻党员
们既接受了一次潜移默化的教育，激
发了大家的爱党爱国热情，进一步增
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
及感染力。 （记者 孙晨飞）

丹徒综合治理旱沙盗采
查获7起扣押机械7台

本报讯 6月 25日是第 29个“全国土地
日”。记者从丹徒国土分局获悉，今年以来，针
对旱沙盗采日趋突出的形势，该局积极按照严
密防范、高压震慑、精准打击的方式实施综合
治理，有效遏制了盗采违法抬头的态势。

丹徒国土分局多管齐下，实施综合治
理：密织群防网络，定期深入旱沙盗采频发
点附近村组居民以及相关物流、重型机械租
赁等行业人群中开展走访调查，并适时发展
执法监察信息员，定期联络反馈盗采活动苗
头性信息，同时设立盗采举报专线，实时动
态掌握违法活动情况。截至目前，该局查获
旱沙盗采等资源违法行为 7起，扣押机械 7
台。 （沈涛 江涛 方良龙）

老人腕痛不能自理
医生诊断助其康复

本报讯 “老父亲多年的手痛治好了，
现在可以自理。多亏了您医术高超，精心护
理。”26日，家住高资街道蚕种场的张富强
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二院）为父亲张兴
文办好出院手续后，特地到骨科主任余剑博
士办公室，向他连连道谢。

张兴文今年 92岁，两只手长期伴有疼
痛，他以为是小毛病，没当回事，能忍就忍。
不料今年初病情加剧，特别是左手腕，稍稍
一动，钻心的痛。碗筷不能拿，生活不能自
理，晚上常常疼痛难寐。这期间，张兴文往
返多家医院求诊，一直未获明确诊断，长期
吃止痛药，总不见缓解，一家人操碎了心。

6月18日，张兴文慕名来到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接诊的骨科主任余剑经仔细检查确诊：
老人患右手第一掌指类风湿性关节炎并陈旧
性脱位、左腕部尺骨撞击综合征。余剑对症施
策，20日手术时，考虑到张兴文年岁已高，采
取神经组织麻醉方法，手术历时2个小时。

24日，记者在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采访时
看见，张兴文恢复很快，有精神劲，可以拿碗
筷，生活能自理。张富强高兴地说，一家人
终于放心了，“弟媳妇腰椎不好，明天也来这
里治疗。” （冯曙光 张凤春）

毛林英：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本报记者 王露 本报通讯员 赵亚明 李峰

6月25日，扬中公安城东派出所组织民警来
到金山职业技术学院，给100余名即将离校的学
生进行法制和禁毒宣传。民警带领学生们参观
扬中市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向学生们科普了禁毒
方面的有关知识。 马镇丹 陈文 摄影报道

6月26日，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市
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中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提高医院干部职工的消防意识，提升医院各
科室处置初期火灾事故的技能和应急疏散的
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事故伤害和财产损失。

潘锋 王呈 摄影报道

增强“四力”教育实践
书写新时代镇江故事

25 日，江苏大
学来自俄罗斯、科
特 迪 瓦 、马 来 西
亚、文莱、津巴布
韦等国的留学生
走进镇江文心书
院六艺馆，在非遗
宋代点茶传承人
指导下，学习宋代
点茶技艺，体验我
国古代礼仪，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石玉成 周存君

摄影报道

扫黑除恶扫黑除恶
镇江在行动镇江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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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