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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有感恩之心。在我困难的时候，党委、政府和亲朋好友对我伸出援

手，现在我也要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特别是残疾人朋友们。”今年46岁的杨效

平，是合肥市肥东县包公镇远近闻名的电商达人。他心中揣着一个梦想，就

是领着一帮残疾朋友共同追寻属于他们的蓝天。

19岁那年，杨效平不慎从二楼房顶摔落，腿部落下了残疾。起初，面对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躺在床上的杨效平感觉天都要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母渐渐老去，哥嫂把他接到身边照顾起居。看着每天忙前忙后的哥嫂，杨

效平心有不忍，不愿成为哥嫂“负担”的他，萌发了自食其力的念头。说干就

干，哥嫂给他买了台二手电脑，杨效平摸着石头过河，学会了上网代购。

2018 年，在哥嫂的帮助下，杨效平在家门口开了一个农村淘宝服务

站，开启了他的电商创业之路，帮助邻里街坊代购淘宝商品、代销直播特

色农产品。经过几年摸索，他的淘宝服务站已经升级为县里的电子商务

服务中心之一，年营业额超过了 30万元。他还代表镇里参加全县的电商

直播大赛并获得三等奖。通过不懈的努力，杨效平顺利脱贫致富，成为县

里有名的电商达人。

2019年 9月，肥东县残联联合包公镇政府利用闲置的学校，创办残疾人

辅助就业机构——合肥汔康工艺品公司。杨效平被聘为生产部厂长，负责企

业日常管理，成为34名残障工友的“当家人”，也开始了他新的逐梦之旅。

在很短的时间里，杨效平不仅自己掌握了工艺品制作技术要领，还帮助

30多个工友人人练就一手好技术。随着技术的娴熟，工友们的工资也水涨

船高，每月保底有1500多元的收入。

杨效平说，在这里最大的挑战，就是要随

时掌握工友的情绪变化，及时沟通纾解。

由于群体的特殊性，工友之间偶尔会

有言语冲突、心理疙瘩解不开等情

况，给日常管理带来了难度。办

公之余，杨效平总是耐心地给

予他们精神慰藉，让每一位工

友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久

而久之，工友们都把他当成知

心大哥。

“只要肯奋斗，我们残疾

人照样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蓝

天。”这是在每天的早会上杨效

平总会重复的话语，鼓励工友

们树立信心，扬起生活的风帆。

命运的多舛，没有磨灭杨效

平的梦想。他最大的心愿和追求，

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人致

富。 （许庆勇 黄燕飞 文/图）

杨效平杨效平：：轮椅上轮椅上站站起来的电商达人起来的电商达人

杨效平指导工友检查产品质量杨效平指导工友检查产品质量

近日，阜阳市临泉县杨桥镇居民刘丽在用手机

购物软件选购商品时，收到一条“客服”私信：“加我

企业微信，教你如何赚钱。”刘丽没有多想，用自己的

微信号加了对方提供的微信后，看到对方企业微信

名称显示为“阿里团队”。对此，刘丽丝毫没有怀疑，

点开了对方发来的网址链接。

“点开那个链接后进入一个‘优惠券商城’，里面

的客服告诉我，充值送优惠金，充的越多送的越多，优

惠金还可以提现。”刘丽说，她在该商城客服的指导

下，将2000元钱充值到了一个私人账户。此时刘丽的

商城账户上，显示余额近3000元。“看来充值是送优惠

金的。”刘丽信以为真。

随后，刘丽在客服的“指导”下，又充值了 9万元。

此后，刘丽忙于家中的生意，需要网上转账时，便想起

了存在“优惠券商城”的钱，打算提现，不料却操作失

败。她立即联系相关客服人员。

“客服人员告诉我，实际充值金额必须达到 30万

元才可以提现。”刘丽说，当时她依然没有怀疑，又先后

4次向对方提供的多个不同私人账号转账合计20.8万
元。加上此前充值的金额，刘丽已实际充值30万元。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然而，刘丽再次申请提

现时，却依然无法操作成功。此时，刘丽才意识到自

己被骗了。11月2日，她来到临泉县公安局杨桥派出

所报警。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临泉警方特此提示，每年“双十一”前后是各种

网络通讯诈骗的高峰期，骗子冒充购物平台客服以

发优惠券、退换货、中奖、刷单等理由行骗。因此，

广大群众在网购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要通过正

规途径登录购物网站，谨防钓鱼网站；不要直接给

所谓“商家”的私人账户打款，不点击和扫描来路不

明的网址链接和二维码图片；收到中奖信息不要轻

易相信；避免个人资料外泄，妥善处置快递单等包

含个人信息的单据；发现被骗时，应及时报警。

（白阳 郝婧）

点开一个链接，女子被骗30万元
警方提醒：“双十一”网购需谨慎

“人在那里！”11月 2日
下午3时30分许，在马鞍山

市花山区濮塘镇罗葡山中

一片竹林旁，一位搜救人员

兴奋地呼喊道。其他救援

人员迅速围拢过来，只见走

失的孙老太歪躺在地上。

大家立即对老人进行初步

检查并做简单的外伤处理，

然后将其抬下山，送上救护

车。而此时，距离老人走失

已经过去了四天三夜……

74岁的孙老太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10月 30日上

午，她像往常一样带着手机

和茶杯出门散步，结果到时

间却没有回家。家人四处

寻找未果后，连忙向马鞍山

市公安局花山分局霍里派

出所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霍里派出

所民警一边调取相关视频

监控，一边向分局情报指挥

中心寻求帮助，同时联系马

鞍山蓝天救援队支援。民

警通过手机与孙老太取得了联系，但老人无法准

确表述自己所在的位置，只告诉民警自己身边有

竹林、有水，自己还摔了一跤。

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和坚持不懈的搜索，当天

下午 6时许，民警在濮塘国家度假公园东方红水

库附近一长廊视频监控中发现了走失老人的身

影。监控影像显示，孙老太当天 16时 41分出现

在该位置。

濮塘国家度假公园总面积为58平方公里，其

中森林面积 18平方公里，山陡林密，大大增加了

救援难度。为抓住救援黄金时间，很快，由公安

民警、消防队员、当地向导、蓝天救援队队员共60
多人组成的搜救队立即进山寻人。直到 31日凌

晨 3时，依旧没有发现老人身影后，考虑到安全，

救援人员只好下山。

由于时间紧、范围大，10月31日，救援队将东

方红水库附近地图分割成 7个区域，并联系周边

蓝天救援队队员前来支援。7支搜救队分开搜

救，但依然无果，老人的手机也于当天下午关

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但全体搜救人员都没有

放弃。11月 2日下午 3时 30分许，在濮塘罗葡山

中一片竹林旁的灌木丛里，搜救队员终于找到了

孙老太。老人意识清醒，赤着脚、穿着短裤，腿、

脚等部位都有外伤，救援人员立即为她进行初步

检查，做外伤处理，并用保温毯和衣服将老人包

裹住。随后，大家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抬下山，送

上了救护车。

“感谢民警、消防队员和蓝天救援队队员们

的辛苦付出。”孙老太的儿子表示，其母亲经治疗

已无大碍。 （朱庆红）

老
人
迷
失
山
林
四
天
三
夜

警
民
联
手
救
援
终
脱
险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

低头见，各自退让一步……”近日，在桐城市吕亭镇新店村的一户居

民家中，镇信访部门负责人俞向阳借用“六尺巷”典故对村民之间的

矛盾纠纷进行调解。

新店村东街组居民吴长林因界墙与邻居俞加圣发生矛盾，该镇及

时组织自然资源、城建、纪委和司法等部门实地勘察，了解事情原委，并

以“六尺巷调解工作法”中“以和为贵”的理念感化两人，通过多次沟通

协商，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和解。

今年以来，该市将“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与为民办事有机结合，扎

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做到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走深

走实。在村居建立“村民说事”制度，成立村民说事会，邀请“五老”担任

说事会成员，以“议民愿、评民理、遣民闹、劝民和”为原则，听群众说、由

群众商、交干部办、让群众评，通过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切实把矛盾风险

化解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该市已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2417件，调处

成功率97.9%。

该市积极建设镇（街）“警民联调”工作室、村级综治维稳信访

工作站，把“六尺巷调解工作法”延伸到基层。全市 15个镇（街道）

派出所均建立了“警民联调”工作室，从优秀单元长、联防长中选拔

聘用 40名人民调解员从事警民联调工作，定期开展走访巡查、排查

各类矛盾隐患、协调解决群众反映和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截至

目前，已通过警民联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624 起，其中口头调解

584起。

该市还组建文都义警队伍，推进“雪亮+平安乡村”建设，在乡村建

设 1万余个视频监控点位，形成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聚焦易肇事肇

祸精神障碍患者等11类重点人群，采取主管部门、民警、网格长、村医、

监护人“五包一”措施，逐一落实风险评估和分级管理。 （潘月琴）

桐城巧用“六尺巷”调解促治理
已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417件

11月8日，在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品园小区，居
民用衣物、书籍等闲置物品换取日常生活用品。当
日，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清源社区党委联合实创公益
开展“旧物置换”活动，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环保的生活
习惯。 葛传红 吴越/摄

旧物置换 倡导环保

民警侦破逃逸案
群众感谢送锦旗

本报讯 日前，淮北市民葛先生将一面印有“雷霆出

击 破案神速”的锦旗送到了濉溪县公安局南坪派出所

民警手中，对民警在侦破一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中对其妻

子的倾力救助并及时找到肇事司机表示感谢。

事情要追溯到10月26日19时许，濉溪县公安局南坪

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南坪镇 309省道附近，一辆轿车与

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后逃逸，有人受伤。民警赶到事故

现场后，发现只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道路边，一女子受

伤躺在路面，路面上只有几块零星的塑料碎片，肇事车辆

逃逸。民警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伤者送往医院。

由于事故发生时段天色较晚光线较暗，现场没有目

击证人，也没有发现其他更有价值的线索。民警随即调

取案发时段相关路段的视频资料，并对周边群众进行走

访，初步确定一辆白色轿车具有重大嫌疑。随后，民警根

据车辆信息锁定了肇事嫌疑人张某。

民警赶到嫌疑人张某家中后，发现肇事车辆就停在

嫌疑人家门口。此时，张某正在床上呼呼大睡，身上散发

着浓重的酒味。民警将其叫醒并进行询问。一开始，张

某并不承认自己撞人逃逸的行为。民警在出示相关视频

等证据后，张某才承认酒后开车撞人后逃逸的事实。民

警将张某带到所内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其体内酒精含

量超标，涉嫌醉酒驾驶。随后，民警将其带到医院进行抽

血送检。10月28日经司法鉴定，张某属醉酒驾驶。

目前，张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采取刑事措施，案

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郭爱琴 余玮玮）

危急时刻，他们顶住“失控”三轮车
本报讯 11月 4日，巢湖市草城街路口发生惊险一

幕，一辆电动三轮车突然失控。危急关头，民警用身体成

功阻挡，避免了一起险情发生。

当天下午 5时许，巢湖市公安局朝阳派出所民警李

元、辅警陈星正在草城街路口处置一起警情，突然听到

“扑通”一声，回头一看，只见一辆电动三轮车撞倒人行道

上一位女士后快速冲了过来。李元一个箭步冲上前，伸

手抵住失控的电动三轮车。由于车速过快，李元被撞了

个趔趄，向后退了好几步，但他很快调整姿势，与赶来的

陈星一起继续用力抵住电动三轮车。在附近值勤的交警

肖京也赶了过来，三人同心协力，失控的电动三轮车很快

被“制服”。

驾驶电动三轮车的是位中年妇女。据她说，车子被

其他车辆碰了一下，方向瞬间失去了控制，她顿时慌了手

脚，不知如何处置。

“若不能及时控制，电动三轮车有可能会冲撞人群，

造成严重的后果。事发突然，当时没想那么多，一下子就

冲了上去！”李元表示。 （杨祖友）

为护航辖区“夜
经济”健康发展，六安
市舒城县公安局杭埠
派出所主动作为，靠
前服务，从“管、防、
控、服”四个方面全面
承担起辖区“夜经济”
时段社会面治安管理
职责，为“夜经济”营
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图为11月6日晚民警
提醒商贩规范佩戴口
罩。 罗欣/摄

警务靠前护航“夜经济”健康发展

杨效平在家中直播带货杨效平在家中直播带货，，帮助农户销售农特产品帮助农户销售农特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