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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总投资近 5.2 亿元的牛塘实验学校启用，按一类标准高规格建成，为的是——

让新市民子女在家门口上好学

■周茜 赵璐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在这个新学
期，牛塘镇 2600 多名中小
学生踏入新落成的九年一
贯制学校——牛塘实验学
校，开启崭新的学习生涯。
新校园的启用，不仅改善了
牛塘镇教育资源配置，也为
提升城市面貌增添了靓丽
因子。而让人感慨的是，这
些学生 90%以上是新市民
子女。
牛塘实验学校占地面
积 6.4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6.2 万平方米，按一类标
准 高 规 格 建 成 ，总 投 资 近
5.2 亿元。
学校设小学 6 轨，初中
12 轨，共 72 个行政班，分布
在 5 幢 5 层教学楼内，每个
教室都使用了目前最先进
的智能教学系统。教学楼
东侧，是铺设着人工草坪的
400 米标准田径场，北侧则
是现代化图书馆和体育馆。
其中，图书馆堪称学校
最大亮点。据介绍，图书馆
是由武进图书馆与学校共
建，未来藏书将达 30 万册，
不仅服务学生，而且还以武
进第三图书馆的身份面向
社会开放，将成为常州市内

试题全靠听读，
工作人员全程辅助

常州法考迎来第一位盲人考生
■尹梦真 吴燕翎 褚婷 文
张海韵 摄

标准体育场

教室
屈指可数的大型图书馆之
一。
位于地下的 9000 平方
米接驳中心，在武进区同类
学校中也属首例，将解决因
接送孩子而出现的堵车问
题。
学校建设还带动了周
边道路、绿化、照明等城市
功能配套的同步完善。
缩小教育差距，体现教
育公平，是牛塘实验学校建
设的初衷。该校建成后，建
校已有 80 周年的牛塘初中

整体搬入，踏上新征程。周
边两所新市民小学也整体
迁入新校。
前不久，牛塘镇在该校
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镇青
商会成立“倾力青为”同心
惠民百万教育光彩基金，苏
润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成 立“ 苏
润”同心惠民百万教育光彩
基金，全部用于支持牛塘镇
教育事业的发展。后续，牛
塘实验学校的师生也将因
此受惠。

一家镇卫生院成功抢救一大面积肺梗塞患者

14 名医护人员 70 分钟接力救援
■郏燕波 陈怡
本报讯 一面写有
“医术
高明见奇效 医德高尚口碑
好”
的锦旗，
近日被送到了溧
阳市社渚镇卫生院医护人员
的手中。患者李文芳及其家
属以此表达感激之情，是社
渚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给了她
第二次生命。
7月18日上午7点15分
左右，在社渚街上做早餐生
意的李文芳突发晕厥，瘫倒
在地。一名顾客看到这一情
况，
将人送往医院就诊。
7 点 25 分，意识不清的
李文芳被送到社渚镇卫生院

抢救室。时间就是生命，医
护人员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从7点45分患者第一次
复苏成功，至 8 点 55 分转至
溧阳市中医医院进一步救
治。70 分钟内，
社渚镇卫生
院 14 名医护人员持续接力，
进行高效率胸外心脏按压，
积极用药抢救，
数次 CPR 均
复苏成功，一次次将患者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此次成功抢救还离不开
社渚镇卫生院麻醉科医生的
准确判断。麻醉科主任孔卫
庆告诉记者：
“开始我们怀疑
是心梗，但在抢救过程中发
现患者心脏每次复苏后都自
主搏动有力，但是几分钟后

小编聊天
■庄奕

又会停止搏动。这一反常状
态让我产生了怀疑。
”
在患者恢复自主呼吸、
心跳，病情稍趋平稳后，120
救护车将患者转至溧阳市中
医医院进一步救治，
后确诊为
大面积肺梗塞。
据了解，肺梗塞是临床
上导致猝死的三大疾病之
一，其诊断率低、治疗困难、
死亡率高，是医护人员面临
的最严重的急性病。呼吸心
跳骤停5分钟以上，
大脑就会
因为缺血缺氧造成不可逆的
损害。基层卫生机构能正确
诊断和及时抢救治疗，对于
肺梗塞患者的生存和预后都
至关重要。

本周最低气温降至“1 字头”

这个时节，
北方冷空气
开始活跃起来。18日开始，
一股冷空气已悄然启程。
本周一依旧是个阳光
预计 20 日早晨，
哈尔滨、
长
明媚的好天气。湛蓝的天
春、沈阳最低气温将只有
空，
让市民不禁沉醉其中， 4℃至 5℃左右。这股冷空
感慨一句“秋高气爽”
。不
气还会继续南下影响华北、
过，
市民骑着电动车上下班
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一
时，如果不穿一件长袖外
带。受其影响，
本周我市的
套，
就会感到几许凉意。
最低气温将降至
“1 字头”
。

目前来看，
本周我市以云系
变化为主，白天最高气温
24℃—27℃，
早晨最低气温
16℃—18℃。
这个时节，
昼夜温差加
大，
但有些贪凉的市民还在
用风扇、
睡凉席。如果患有
颈椎病、
肩周炎，
就有可能导
致旧病复发。为了身体健康
着想，
市民应早日撤下凉席。

一台考试电脑、两台备用电脑，
两位监考老师、一位硬件保障工程
师、两 位 后 勤 保 障 人 员 ……9 月 17
日，在位于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的国家法律资格考试考场，我
市法考迎来第一位盲人考生琳琳，在
市司法局和学校双方的保障下，她顺
利地完成了这场考试，并感受到了社
会对残疾人的关爱。

现场直击
5 人后勤保障小组服务
特殊考场
上午 7 点半，琳琳在两名工作人
员的搀扶引导下，查体温、过安检，进
入此次专门设置的视障考场。考场
配备了考试电脑和 3 个不同角度的
摄像头。
“这场考试采用的是读屏软件朗
读试卷文字内容，考生听答，我根据
她的指令操作电脑答题。”监考老师
祝嘉说，考试现场还有一名电脑工程
师保障答题系统稳定运行，两名女性
后勤保障人员辅助其上洗手间和午
间吃饭休息。
为了让琳琳安心考试，司法局工
作人员还在考场旁为琳琳准备了一
间休息室以及快餐送餐服务。

参考初心
为盲人朋友提供法律援助
琳琳是土生土长的常州姑娘，今
年 28 岁。17 岁读高三时因发烧诱发
眼疾，高考前 3 个月左眼失明、右眼
弱视，无缘参加高考。
“当时高考还没
有盲人能做的电子试卷，我也不会盲
文，就错过了。”虽然琳琳高中学的是
文科，但数学很好，后来参加自学考
试时，还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我选择
这个专业，也就是想着以后可以往无
障碍软件研发方向发展。”琳琳回忆
道。
琳琳边学习边工作，先后尝试了
当 助 理 、开 宠 物 店 、音 频 剪 辑 等 工
作。从事音频剪辑在平台发布作品
时，琳琳认识了很多盲人朋友，大家
还建了群。群友与外界的联系很少，
问琳琳的不少问题都涉及法律，琳琳
并不专业，但又很想帮忙，于是萌生
了学法律的想法。

学习困境
半年中，靠网课和“听”
资料复习
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一位天津
盲人通过法考的经验帖引起了她的关
注。
“也就在半年前，
我知道盲人可以参
加法考之后，
立即联系了省司法厅和市
司法局，
想申请参加法考。确认可以报
名参加考试，就专心投入复习备考中
了。
”
琳琳说，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
没有资料可以阅读。
“ 我主要靠听网
课，自己整理一些电子笔记。虽然很
多考生朋友发给我一些资料，但大部
分因为格式问题，读屏软件读不出
来。”琳琳告诉记者，最基础的备考用
书，她是先从网上买书寄给线上打印
店，让对方给她扫描成 PDF 文档，再
转换成 word 文档，才能用读屏软件
读出来。
琳琳这两年来一直在从事无障碍
小程序开发的工作，
工作日只有一两个
小时可以用来复习。每到周末，
她都会
全身心扑在复习上，
一天最长听课时间
达14小时。

未来展望
提升自我不断成长进步

参加完这次法考的客观题考试部
分，
琳琳最大的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
下个月还有主观题考试，
“到时候我就
可以自己打字了，
我相信以我的打字速
度，一定可以按时完成。”琳琳信心满
满。
生活中，琳琳是个开朗活泼的姑
娘，
很喜欢户外活动。
“家附近3公里以
内我都可以独自出门，
平时我也常会参
加公益组织的活动，
我还一个人去过北
京和南京呢。现在社会针对我们盲人
的无障碍服务措施都很到位，
人们也都
很友好，
出门在外我很安心。
”
说起平时
出门的便利，
琳琳显得很开心。
琳琳追求独立，能自己在家做
饭、洗衣服，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她
告诉记者，有温暖的家人陪伴、有熟
悉的朋友圈子、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擅长电脑的她还能及时接收讯息、了
解世界变化，所以生活很开心。
“自从
失明以后，我就特别愿意帮助有困难
的盲人，可能是感同身受吧。所以我
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成长和进步，拥有
更 大 的 能 量 ，去 提 升 自 己 、帮 助 他
人。
”
琳琳说。

琳琳（左）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下进行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