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也能找工作
溧阳启用智能化招聘服务系统

本报讯“毕业后参加了许多场招
聘会，像这样方便、快捷的还是头一
次。”日前，在溧阳市人力资源市场大
厅，一位正在通过自助电子求职服务
器输入简历的求职者告诉记者。

近年来，该市人社局不断优化人
力资源市场服务场所、服务功能和智
能便捷服务，获得了江苏省“五星级”
荣誉称号。

据介绍，去年11月，智能化的人力
资源市场开始试运行。大厅分为招聘
区、自助求职服务区、职业指导、远程面

试和综合服务5个区域，厅内设有60个
固定现场招聘展位及多个临时展位。

大厅的正中间是一个招聘单位信
息查询的触摸大屏，求职者在屏幕上能
了解每个单位在大厅的位置，并且点开
单位名称，就能大致了解到该单位所需
的职位信息。同时，还新增设LED显示
屏、触摸屏等多种多媒体展示平台和自
助求职服务设施，让招聘与求职信息通
过网络系统实现资源共享。

每个企业招聘摊位上方都有一台
液晶显示器，能够实时播放企业的招

聘信息。“只要轻轻一刷安装在摊位前
的身份证读卡器，就能让应聘者现场
完成求职信息扫描等工作，真正实现
‘无纸化’服务。”该人力资源市场还开
通了远程面试功能。求职人员可通过
网络、到现场多媒体招聘摊位、自助求
职机等电子设备，进行个人简历和求
职意愿的选择填写。
“无纸化”招聘受到了高校毕业生

及广大求职者的欢迎，真正实现了“在
家也能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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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岁患者在市三院重获光明
不让年龄成为老人追求幸福的门槛———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一位103岁的
老人在市三院眼科成功实施左眼白内障
超声乳化手术后顺利出院，加上19日
已经成功手术的右眼，老人的两只眼睛
都复明了。如此高龄的患者接受白内障
手术，在市三院乃至全市还是第一例。

王某是金坛尧塘人，生于1912年，
家里五世同堂。老人的大儿子告诉记者，
老人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小毛小病，
胃口也很好，每天都要喝两顿酒，还必须
是红酒和白酒掺着喝，一顿能喝2两。
去年上半年开始，他说眼睛有点看不清，

到了8月份，说已经不怎么看得见了。
于是到市三院检查。

眼科主任周建强为老人做了详细检
查，确诊为白内障。今年3月19日，市
三院首先为老人实施了右眼超声乳化手
术。“术后蒙在眼睛上的纱布一打开，老
人就特别高兴，说能够看见了。”原本第
二天就要出院，可老人表示左眼也要手
术，都好了再出院。

周建强告诉记者，白内障是中老年
人常见的眼科疾病，遗传、紫外线照射、
糖尿病、大量吸烟、饮酒、营养不良等都

会增加白内障发生的几率，情况严重可
能会致盲。手术是治疗白内障最有效且
唯一的途径。

周建强介绍，随着年龄增长，眼睛晶
状体蛋白质逐渐变性，浑浊程度加重，角
膜内皮细胞也逐渐衰退，手术中一旦损
伤，造成的伤害就不可逆。因此相同条件
下，百岁老人的手术难度更大。

不过周建强表示，能否承受白内障
手术，并不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病人的
身体状况。有人认为八九十岁的老人做
手术危险性大，其实未必如此，有些高龄

老人身体素质良好，血压、心脏情况稳
定，一样可以承受手术。

周建强有明显感受，最近几年，随着
老龄化社会到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
追求生活质量，手术患者的年龄纪录也不
断被刷新。此前市三院已经做过多例90
多岁老人的白内障手术，效果都很好。

但医生同时提醒，如果老人半年内
曾有过心梗、脑梗等疾病，或重大脏器曾
出现过疾病的，都不宜立即接受白内障
手术，应在病情稳定后再进行。

!周茜 钱颖俊"

偷窃17米电缆获刑两年半
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

以前我市照明设施偷盗行为居高不
下，原因之一是好不容易抓住小偷后，因其
偷窃物品的价值达不到盗窃罪量刑标准，
往往送到派出所教育后就放了。而这些小
偷前脚被放，后脚又将“黑手”伸向路灯。

但是，2013年2月3日，在三河三
园丹青桥只偷了17米景观照明电缆的
案犯，虽然案值仅 241元，却被判处两

年半有期徒刑。
市照明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偷窃照明设施，不仅造成直接和间接
经济损失，还存在导致触电和引发交通
事故的危害，“夜间驾驶员从光线亮的地
方突然进入光线黑暗的区域，眼睛不适
应，瞬间将会什么都看不见，非常危险。”
偷了17米照明电缆的案犯，当时就在
只有唯一照明的区域造成了 200米路
段的熄灯现象。所以，该案件的审判，最
终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

2014年我市共抓获偷盗城市照明
设施不法分子21名，抓捕犯罪团伙5

个。其中，破获了城市照明防盗史上最大
案值串案，抓获以老乡为纽带的偷—销
集团化犯罪成员8名，斩断了伸向闹市
区景观照明设施的“黑手”。去年，案犯归
案人数同比增长61.5%，创下历年之最。

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依法从严刑事
处罚的威慑作用，也来自市建设局、公安
局等职能部门对照明设施偷盗行为的联
合严厉打击。有关部门去年召开了3次联
席会议，而且每月召开重点案例专题会
议，并建立了照明案件串并案、大要案、犯
罪分子抓获等信息“五立报”互通机制，通
过加强联动专项打击频率，以及立体围

网、垂直布控等手段，取得了良好的防范
效果。部分案件高发区域去年案件压降率
达80%，而且历史发案涉及范围内有22个
警所去年未发生照明设施偷盗案件。

同时，这也得益于正义的百姓。其
中，菜农吴大爷看到有人在关河西路中
吴大桥下绿化带内盗窃照明设施，他先
是不动声色地悄悄联系照明处并报警，
后来又协助警察，一举抓获了犯罪分子。
经查，该犯罪分子盗窃了电缆线、镇流
器，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路灯防盗，众志成城。市照明管理处

负责设施防盗的工作人员说，以往的春
节都是案件高发期，2013年春节所在月
份被盗设施价值60万，以致春节7天
长假，他“始终都在路上，不是在追小偷
的路上，就是在去派出所报案的路上”。
但今年春节，他定定心心地休息了整整
7天。他衷心希望，今后手机上照明设施
报警软件响得次数越来越少，甚至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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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即送孙燕姿门票
还能抢现金红包

城东美吉特推出新春开市首场大型优惠活动
本报讯 4月11日，由美吉特

集团全程总冠名的美吉特家居之
夜———孙燕姿克卜勒世界巡演唱会
将在常州拉开帷幕，这也是华语乐
坛天后睽违已久的首次大型巡演。

城东美吉特为感谢历年支持他
们的广大消费者，将于3月28日
拿出 1000张孙燕姿演唱会门票、
20150元现金红包、还有数目庞大
的礼品来回馈顾客朋友，这也是城
东美吉特建材、家具、灯具新春开市
第一场大型优惠活动。

为了实实在在把孙燕姿演唱会
门票送到消费者手里，城东美吉特

除了全场商品 3折起的大力度优惠
外，还推出一个不计成本的回馈补贴
“满送活动”。3月28日当天，凡在城
东美吉特购买家居建材、灯具照明产
品的顾客，消费满额除可参加抽现金
红包外，还可领取新年精美台历等礼
品。如在第二个品牌店购物满额还可
再领取抽奖券及孙燕姿演唱会门票一
张，即同时领取数张抽奖券、现金等。

除了上述大力度优惠内容外，城
东美吉特还推出了存 50用 50再送
门票活动卡。明星卡包括50元本金、
88个红包、4800元抵用金等。

!叶慧宇 孙东青"

原是食管癌
七旬老人进食哽噎

本报讯 71岁的梁爷爷2个月前出
现进食哽噎感，进食米饭等固体类食物
时感觉特别明显。他以为是进食太快引
起的，就有意识减慢进食速度，谁知哽噎
感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最后连吃
稀饭也有哽噎感。家人就带他到医院检
查，发现食管上段有一长约5厘米的不
规则充盈缺损，高度怀疑是食管癌，于是
到市四院作进一步确诊。

“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一个距门齿
21-24厘米处长约5厘米、占据整个食
管管腔2/3周的低分化癌，可以进行手
术治疗。”市四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徐建
忠与其家人进行多次沟通后，邀请医院
食管癌 MDT(多学科专家团队)为其会
诊，并制订了一份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17日，市四院胸外科主任杜俊峰和他的
团队为老人进行了胸腔镜右胸腹左颈三
切口食管癌切除术。目前患者还在进一
步治疗中。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道肿瘤，我国

是世界上食管癌高发地区之一，其典型
症状是进行性咽下困难，早期症状常不
明显，但在吞咽干硬食物时会有不同程
度的不适感，如咽下食物后感到哽噎、胸
骨后烧灼样、针刺样或者牵拉摩擦样疼
痛，食物通过缓慢，有时会有停滞感或异
物感，部分人通过吞咽口水后症状会暂
时缓解消失。”杜俊峰提醒市民，如果经
常出现进食哽噎、异物感，一定要及时到
医院就诊。 !李青 杜蘅"

免费接待
社会各界祭扫英烈

市烈士陵园26日起———

本报讯 从3月26日至4月6
日，市革命烈士陵园将全面免费接
待各社会团体和单位的祭扫英烈活
动。届时，园方还会无偿提供播放国
歌、悼词的音响等设备，并向参观群
众提供免费讲解。

清明期间，烈士陵园将举行形
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如“颂英烈·爱
国筑梦、奋斗圆梦”文艺展演、“常州
少年先锋岗”活动、网上祭扫先烈
等，并参与“百万青少年走进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活动。
为保障祭扫活动顺利、安全、有序，

园方希望广大市民尽量错开节假日来
园扫墓，并尽量选择公交等交通工具，
公交220路、38路、28路、14路和B1、
B11、B16、B19均可到达烈士陵园。

所有活动即日起接受预约，联系
电话：86663177。

为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扫，市民
可凭存放证、烈属证领取鲜花一束（领
完为止）。 !沈春静 朱雅萍"

利用肚脐设计隐蔽手术开口
市一院开展单孔腹腔镜下肝左外叶切除手术，为省内首例
本报讯 日前，市一院肝胆外科

成功实施省内首例单孔腹腔镜下肝
左外叶切除手术，患者术后恢复良
好，基本达到体表无明显疤痕的美容
效果。目前，该项手术国内仅有三四
家顶尖医院可以开展，省内尚无先
例。此例手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市
一院腹腔镜技术已达省内领先、国内
先进水平。

这名女性患者今年45岁，术前
诊断为肝占位，肝左叶血管瘤可能。市
一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陈学敏决定
带领其团队实施经脐单孔腹腔镜下肝
左外叶切除手术。

据介绍，手术应用单孔特殊腹腔
镜手术器械，利用肚脐这个天然瘢痕，
为患者设计了一个长 2-3厘米的隐
蔽手术开口，术后看不到明显的伤痕。
整个手术历时30分钟，出血仅50毫
升。该手术对腹壁创伤小，降低了切口
相关并发症，也减轻了术后疼痛，使得
术后恢复更快、住院时间更短。术后第
4天患者就顺利出院，医疗费用与传
统腹腔镜手术相比无明显增加。

微创手术是本世纪外科医学领域
热门话题之一。单孔腹腔镜手术由于
仅有一个操作孔完成腹腔镜下分离、
切割、止血等操作，要克服“器械打

架”、操作自由度不佳等难题，对手术
医生技术要求非常高，被誉为我国腹
腔镜外科的又一里程碑。

陈学敏从事肝胆外科临床工作十
几年，2008年至今已开展各类腹腔镜
手术5000余例，率先在市一院开展
腹腔镜下胆总管探查术、全腹腔镜下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加胆肠内引流
术、腹腔镜下右半肝和左半肝切除手
术，在省内率先开展单孔腹腔镜下脾
脏切除手术、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
术、腹腔镜下巨脾脏切除加食管胃底
周围血管离断术等国内领先的高难度
手术。 !石旦 丁敏 周茜"

足不出社区 搞定琐碎事
“荷花人家”服务社为居民提供无偿、低偿和优质服务

本报讯 经过近半年筹备，汇集
了19家加盟单位和个人的荷花池
社区“荷花人家”服务社近日成立。
服务社将为辖区内居民和地区成员
单位提供无偿、低偿和优质服务，同
时挖掘居民中的服务资源，促进邻
里间交流互助。

68岁的居民李春龙退休前是电
器工程师，这次加入了“荷花人家”服
务社，今后每天下午2点到5点，他都
会在服务社为居民免费维修电器。老
人说，实现自我价值比挣钱更快乐。

作为社会公益组织，“荷花人
家”还联系到一些口碑较好的社会
组织，一起为居民提供诚信、廉价的
有偿服务，服务范围大到房屋维修、
管道疏通，小到废品回收、修鞋子、

磨剪刀，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荷花人家”服务社共有19

家加盟单位和个人，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免费服务。服务社汇集了像李春龙
这样的志愿者，为居民免费提供便捷
服务，如测量血压、法律咨询、家电维
修等，为居民快速解决生活中的小麻
烦。第二类是低偿服务。部分项目像开
锁配锁、手机维修、缝补、磨剪刀等，都
会产生原材料的费用，这些项目将以
低于市场价格的收费服务居民。第三
类是优质服务。在园林绿化、房屋维
修、燃气服务、律师服务等方面，为居
民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今后，服务社还将增加更多便民
项目，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朱雅萍"

复建杨氏宗祠
横山桥西崦杨氏族人集资300万元

本报讯 武进区横山桥镇西崦
社区杨氏族人修复一处文物古
迹———杨氏园林，并在园林以南复
建了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的杨氏
宗祠。

据了解，此次修复的杨氏园林
中，有常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氏
祭祀亭。

该亭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
（1767年），为西崦杨氏宗族祭祀始
祖长茜公祭祠墓庐所在地，由青石
筑成，占地 6平方米，亭中置放石
碑一通，刻有“乾隆三十二年明处士
始迁西崦长茜公墓祭庐，通族敬
立”，保存基本完好，2007年曾进行

修复，2011年被列为常州市第五批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东侧有一株300余
年树龄的金桂树，被市园林局列为古
树名木。此次修复过程中，族人还将原
立于他处的杨氏贞节牌坊移至园林
内，该牌坊名列常州市第三次全国文
物普查名录。

而西崦杨氏宗祠建于清康熙间，
曾长期为当地学校、村委使用，原有三
进，有主辅房 20间，除杨氏祭祀亭、
杨氏园林遗址，其余建筑已毁，仅剩祠
基。此次横山桥西崦杨氏族人在原祠
基基础上进行复建，目前已建成二进。
据悉，此次修复由杨氏族人集资，共花
费300万元。 !舒泉清 阳湖"

溧阳市检察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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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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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

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精心制作了
&"

余

幅廉政漫画#立于燕山公园灯柱上#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近两年来#该

院还指派专人定期巡视#对有破损%被

毁坏的灯箱进行修护# 并且每半年更

新一次内容$

芮曼菁 赵静 文/摄

昨天# 市供销总社在金坛市薛

埠镇罗村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暨

机关党员&三进三帮'活动#向该村

赠送了
$

吨高效化肥# 开展了农技

咨询%农资辨假识假等服务#向基层农

资网点赠送了(农资经营!使用"法律

手册)

'""

本$

潘美华 季臻 秋冰 文/摄

建制率达!"#

全市工资集体协商企业

本报讯 20日，全市工资集体协商
“春季要约行动”在常州依丽雅斯纺织品
有限公司启动。这是我市今年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的工资集体协商“扩面增效集
中行动”，将促使职工人数在50人以上
的建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
95%以上；职工人数在50人以下的企业，
将通过行业、区域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实
现广覆盖，确保企业工资集体合同（含区
域、行业）报人社部门审查率达100%。

工资集体协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维
护劳动者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手
段。截至2014年底，我市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企业建制率为87%，覆盖职工占全市
职工总数的86%，重点推进了世界500强
在常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基本实
现建制全覆盖。中天钢铁工会副主席沈
志刚告诉记者，公司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最大益处是企业降低了员工流失率，员
工也得到了实惠。 （周凌虹 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