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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如一日累计献血 1 万毫升

能救死扶伤，他便满是自豪与欣慰
星报讯（林敏慧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从 2006
年开始，葛会伦成了血站的“常客”，看上去默默无闻

安徽实现省市县三级
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全覆盖

的他至今共献血 25 次，基本上每次献血 400 毫升，总
献血量 1 万毫升，大约相当于两个正常成年人的血
量，他还曾经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2006 年是我第一次献血，当时经常经过路边的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从省司法厅

献血车，都害怕出现不良反应，一直在犹豫，直到有一

获悉，经过一年多的推动，安徽市县均建立商会人

次，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我消除了心中的顾虑，

民调解组织（区一级依托市组建)，实现省市县三级

勇敢献出了第一次 400 毫升血液。”葛会伦家住合肥

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全覆盖。
为更好地助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自 2019 年

市同安街道分路口社区吴大郢，从那之后，只要身体
春节后，葛会伦掐着日子，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

起，省司法厅与省工商联积极合作，推进商会人民

“作为一个符合条件的健康人，能通过献血来帮助

来捐献血小板，累计捐献达 16 次。他说：
“ 现在献血

调解工作，不断建立健全民营企业矛盾纠纷人民调

更多的人，我很高兴。”为了能多献几年血，保证血的质

小板的人多了，常常是需要上好凌晨的闹钟去网上预

解机制。据了解，截至去年 11 月底，全省商会人民

量，葛会伦坚持走路锻炼身体，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步

约，不然会约不到。”

调 解 组 织 共 聘 请 调 解 员 1390 人 ，受 理 调 解 案 件

条件允许，他都会定期到献血屋去献血。

18957 件，为抓“六保”促“六稳”注入了调解力量。

行活动，平时特别注意饮食、作息等生活习惯，吃得清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葛会伦每次都是等献完血

淡，从来不喝酒、不抽烟、不熬夜。
“只要身体行，我会一

才告诉家人。
“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就去捐献血小

为充分发挥商会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的作

直献下去。吃荤多了，会得高血脂，血的质量就不行。”

板，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责任。”葛会伦说，
“对于亟

用，一批熟悉企业经营管理、有行业影响和威望、热

葛会伦说，每次献血后想到自己的血液能在手术台上

需用血的患者来说，等待的每一刻都是煎熬，虽然我

心人民调解工作的企业家，以及商会法律顾问、律

发挥救死扶伤的作用，
他就充满了自豪和欣慰。

个人能力有限，但是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去做。”

师、退休检察官、法官、法律学者等被吸纳进来，担

2020 年 1 月，葛会伦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急需血小

在葛会伦的献血生涯中，荣获了近十本鲜红的献

任调解员。在主管部门的努力下，我省还打通了法

板的报道，当即联系血站，来到合肥市中心血站捐献

血证，以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望着红彤彤的献血

院与商会人民调解委员组织的对接通道。经商会

出血小板，希望帮助到急需输血救治的患者，正在社

证和荣誉证书，妻子吴素英既骄傲又心疼他的身体，有

调解工作站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

区值班的妻子吴素英看到丈夫被 120 急救车拉走，整

时也会劝他“别太拼了，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可葛会

的，法院及时审查依法确认，避免案件反复，为当事

个人都吓懵了，直到献完血回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伦每次都笑嘻嘻地说：
“没事，
我身体好着呢，
别担心。
”

人提供便利，为民营企业“减负”。

和县：午夜搬砖保安全

老而弥坚，老党员
用余热谱写最美“夕阳红”

星报讯（秦祖泉 记者 张发平） 1 月 10 日晚，
在安徽和县，两名交警在寒冷的夜幕下“搬砖”的举
动，感动着南来北往的司机。
当晚 10 时许，
在和县太阳桥路段，
一辆大型货车
由于装载的砖块捆扎不牢，在转弯时，数百块砖头洒

星报讯（冯金金 记者 沈娟娟） “人生最美桑

“现在社区新服务站点离小区较远，虽然线上

落一地，占据大部分路面。每一辆经过的车辆，都紧

榆晚,最是夕阳红满天。”家住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

微信（QQ）群以及电话服务热线都已经开通，但仍

急刹车避让，险象环生，存在严重安全隐患。23 时

道西杭社区滨湖高速时代广场小区的孙杰在自己

有不少居民因为琐事杂事不值得上报或者是不会

许，
有过往司机向 110 报了警。历阳交警中队民警褚

的书法作品上洋洋洒洒地写着这首诗句，他今年已

用智能手机等各种原因，导致生活难题得不到及时

仁明、李洋洋迅速驾车赶到现场。他们迅速在来车

经 70 多岁，有着 21 年党龄，退休后仍满腔热情地服

解决，社区现在组织的党群家访对他们很有利，我

方向设置了椎形桶，警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务居民，
“ 我不累，退休了为居民们做点小事，为社

想邻居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来做联络员和信息员再

面对满地的砖头，想通知其他部门来清理，太迟缓。

区出点薄力，这没啥……”

合适不过了。”

每多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想到此，两人一块一块
地将砖头向路边搬去。晚上气温在零下 7 度左右，由

水果、果盘、抽纸、免洗洗手液……一大早，孙

“请您适当降低叫卖的音量，这段时间中高考，

杰就来到小区便民活动阵地——高速时代广场红

孩子们要休息好，您自己也有孩子，都相互理解下，

于连续搬运，他们并不觉得寒冷，只是手磨得好痛。

领哨所清点活动物资，为即将开展的老年生日会做

谢谢配合！”2020 年中高考期间，每天 19:00，孙杰

过往的车辆看到夜幕下清除路障的交警，有的鸣笛

足准备。

和其他几位老党员戴着志愿服务的“红袖章”，对高

致敬，有的摇下车窗向他们问候。经过一个多小时

速时代广场商圈及周边活动频繁区域展开巡查，重

的努力，路面砖块被清理干净。夜幕下闪动的背心，

年生活很容易孤独空虚，自己的生日通常被忽略，

点协商、及时劝导广场舞队伍、摆摊及有音响外放

点亮了过往司机平安回家的路。

我想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让他们既能享受‘特殊’

设备的商家，适当调低音量，确保考生复习顺畅、睡

的对待，又能感受集体的温暖。”孙杰说。

眠充足。

“我们小区退休老人较多，平常孩子工作忙，晚

自从主动认领 10 号楼楼栋党小组长以来，孙

临近春节，孙杰又开始筹划起给小区邻居们

杰就与本楼栋居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哪家有红白喜

“写春联送春联”的活动，
“ 也不知道给大家送点什

事、哪里有矛盾纠纷、哪位有难题需解，都少不了孙

么新春祝福，就写几副对联给他们吧，祝大家新春

杰参与的身影。

新气象，全家老小都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

轿车路上自燃起火
交警消防携手成功处置
星报讯（谢昕 记者 张发平） 1 月 1 日下午，在
马鞍山市银环路发生一起轿车自燃事故。恰巧开
发区大队交警路过此地，迅速联系消防救援大队，

柴房突发大火 消防紧急救援
星报讯（卢周强 记者 吴善良） 1 月 12 日 18 时，
铜陵市郊区消防救援大队值班室接到报警电话称：郊
区老洲镇沙池村居民柴房着火，火势凶猛，严重威胁

共同将火灾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日 16 时 25 分左右，马鞍山交警开发区大队交
警在路过江东大道银环路路口时，突然发现路上一

果不堪设想。”现场指挥员常德升介绍，了解情况后，

辆白色轿车自燃起火，便立即赶过去查看。由于整

自己就立即组织出水展开扑救。

个车身浓烟滚滚，火势愈演愈烈，交警当即进行分工

消防人员用水枪扑救，并将大块木头搬出火场。

救援，一边实施交通管控，一边疏散围观车辆及群

主楼安全。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出动 4 辆

根据柴房结构特点和火势发展方向，消防官兵们灵活

众。火势愈发猛烈，期间还出现了一次小型的火苗

消防车、24 名消防官兵赶往救援。

转移水枪阵地，从各个方向扫射起火点，力求全方位压

爆炸，消防救援队赶到后，他们又与消防人员携手灭

消防官兵们到达现场后，发现一户居民楼附近的

制火势，彻底消灭火灾。经过参战官兵们 30 多分钟的

火。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将火完全扑灭，

柴房，正在熊熊燃烧，火势猛烈。经过进一步侦查，消

奋力扑救，余火和阴燃部位被彻底消灭。由于救援及

车辆头部位置基本已被烧毁，所幸未造成人员伤

防官兵们了解到，柴房主体已全面烧塌，主楼一面墙

时，有效防止了火势的蔓延，
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亡。消防人员撤离后，为防止消防车洒在路上的水

体外墙已经脱落。

据了解，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为 10 平方米，主要

结冻，影响交通，他们继续留在现场，用铁锨铲土将

“柴房内堆放的都是稻草干柴之类的易燃品，柴

燃烧物质为木质可燃物。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水覆盖，并在附近几个路口继续疏导因着火导致的

房旁边就是居民住宅，如果不及时阻止火势发展，后

中。消防部门提醒：
大风天气，
居民应注意室外用火。

交通堵塞。目前，
车辆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