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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变电小区：

“有事找大伟”成了居民口头禅
“刘姨，您要什么肉？我马上买，

我怕等下又没了。”“李叔，您说的那
个牌子的面没有了，别的牌子行
不？”人民路永光巷送变电小区的老
人特别多，大多数老人不会用手机
网购，杨大伟每天除了日常的志愿
者工作外，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
帮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采购生活所
需的物资。采访中，杨大伟告诉呼
和浩特晚报记者：“很多老年人不会
用智能手机，但他们有我的电话，家
里缺菜的，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
买点，楼层低的我就用篮子给他们
掉上去，楼层高的，我就给他们爬楼
送到家门口。”

“网购+配送”一条龙服务，杨大
伟担得起志愿者这个称呼。但对于
家人，杨大伟却是心存歉意。“在小区

做志愿者的时候，有一次爱人给我打
电话说，让我帮买点菜送回去，我当
时答应了，但是因为事太多，最后就
给忘了。因为这件事，爱人和我生气
了好几天，后来我也和她解释清楚
了，志愿者一定要先为大家服务。后
来她也想明白了，我做的对。”杨大伟
略带遗憾地说。

从 10 月 1 日在自己小区做志
愿者，再到报名到敕勒川方舱医院
做志愿者，杨大伟已经 50 天没回
过家了。多年担任志愿者的经历，
给他带来来不少经验。因为个人
有担当，他被任命为敕勒川方舱医
院 c 区队长，每天带领着大家忙碌
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每天早上

7 点 30 前我们给仓内的患者拿饭，
等大家都吃完以后，我们再把垃圾
收走，然后再去帮要准备出仓的人
办理手续登记，忙完这些，需要赶
快再去取午餐，丢垃圾，统计第二
天准备要出仓的人，不夸张地说，
晚上挨着床就能直接睡着。”杨大
伟说。

但对于这份工作，杨大伟没有一
句怨言。“在小区那会儿，老人们相信
我，是我最大的动力。从10月1日开
始做志愿者，我没回过一次家，说不
累是假的，但既然我选择了当志愿
者，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其中很
多人问过我，这么辛苦值得吗？每
次，我给的回答都是‘值得’！在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许许多多
的人舍小家为大家，我只是做了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为我们的城市尽自己
的一份力。”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安
娜）“幸亏有你们及时发现及时
处置，否则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后果不堪设想”11月23日上午，
市民齐女士分别给小召前街派
出所和小召前街办事处打去电
话，向第一时间破门救助其独自
晕倒家中老母亲的民警和社区
工作人员致谢。

11月 18日，玉泉区小召前
街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给一位
七旬独居老人上门送药品时发
现，多次敲门都不开，拨打老人
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这位老
人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我们担
心她突然犯病，请你们快帮忙
开门看看吧。”该工作人员意识
到情况异常，便立即报警。接
到报警的玉泉区公安分局小召
前街派出所民警王新宇、苏雅
拉图火速赶往现场，得知老人
家住一楼后，民警苏雅拉图通
过一楼窗户向屋内观望，发现
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拍打
窗户呼叫也没有反应后，果断
联系 120 急救中心以及专业开
锁人员。

随后，在派出所、办事处、
120急救中心、开锁公司的共同
努力下，以最短时间打开房门，
将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抬上了
救护车，火速送往医院并得到了
及时救治。

及时发现异常 果断开锁入室

突发疾病晕倒家中
独居老人成功获救

暖心抗疫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安娜）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因为居家隔
离，许多私家车停放太久，致使车
辆出现了电瓶亏电无法启动的情
况。连日来，在我市经营一家汽
修店的23岁小伙李伟奔波在首府
的大街小巷，为市民提供免费搭
电服务，用自己的方式传递温暖。

“我来呼市开汽修店已经多年，
呼市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就想着
尽点力，能为大家做点事。”11月24
日上午，面对记者的采访时，李伟
说。李伟是回民区通道北路车美优
维修保养服务中心的老板。11月8
日，小区发放出入卡后，李伟驾车外
出途中遇到一辆警车因电瓶亏电而

无法启动。因为自己从事多年汽修
行业，随车也拉载着搭电线，于是，
李伟主动上前帮忙。而这次的搭电
经历也让他意识到可以利用自己的
专长帮助他人。“疫情期间，我的门
店至今未营业，我自己也有时间，所
以想为疫情防控出一份力。”于是当
晚，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免
费搭电的消息。“当晚就有不少人向
我求助。由于我所在的小区限定
出入次数和出入时间，为了帮到更
多的人，我就将大家的地址在手机
地图上记录下来，再提前规划好线
路，争取做到出门不绕路，以节省
时间服务更多的人。”就这样，半个
月来，李伟每天一早做完核酸检

测，就会驱车拉载上搭电线、电瓶
等移动搭电设备出门救援。至今，
他已免费为近百人提供汽车搭电
服务了。

虽然每天奔波在义务搭电的
路上，给自己的私家车加油已经花
销了近千元，但李伟却按照自己在
社交平台上的承诺分文不取。对
于自己半个月来的义务服务，李
伟也有遗憾。“因为我店内目前只
有我自己能够上岗，所以，常常因
为忙不过来而无法帮助更多的车
主。但疫情期间，这个志愿服务，
我会一直做下去。也呼吁其他同
行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中来，为首
府复工复产共同出力。”

“大伟，给大娘买点菜”“大

伟，大爷家的面没了，你能帮大爷

买一袋扛上楼吗？”有事找大伟，

已经成为了人民路永光巷送变电

小区居民的口头禅。作为人民路

永光巷送变电小区抗疫志愿者杨

大伟，从 10月 1日开始就主动投

身到抗疫一线，到 11月 19日，已

连续奋战了 50天。巡逻宣传、岗

点执勤、信息登记、维持核酸检测

秩序、协助搬运物资、代配送药等

支援服务。在社区里，随处可见

他的身影，受到了居民们的广泛

赞誉，当小区变成低风险小区后，

他毅然决然的选择继续去敕勒川

方舱医院做一名志愿者。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王劭凯 对家人心怀愧疚

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汽修店老板变身“搭电侠”

半个月来启动近百辆“趴窝”车辆分文不取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杨志
伟）11 月 23 日，自治区教育招生
考试中心发布《关于 2023年内蒙
古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
类本科专业的补充公告》，明确
2023年我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
术类新增23个本科专业。

在新增的 23个本科专业中，
美术类新增 12 个专业：130411T
纤维艺术、130412TK 科技艺术、
130413TK 美术教育、130513TK
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350106 环
境 艺 术 设 计 、350107 美 术 、
350108 公共艺术设计、350109 游
戏创意设计、350110 展示艺术设
计 、350111 数 字 影 像 设 计 、
350112 时尚品设计、360206 数字

动画。
音 乐 类 新 增 1 个 专 业 ：

130212T音乐教育。
编 导 类 新 增 3 个 专 业 ：

360203 数 字 广 播 电 视 技 术 、
360204 影视编导、360205 全媒体
新闻采编与制作。

其他艺术类新增 7 个专业：
130103T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30314TK 曲艺、130315TK 音乐
剧、350202 舞蹈表演与编导、
350203 戏曲表演、350204 舞台艺
术设计、360201 播音与主持。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
醒，考生可根据本人特长、参照艺
术类各类包含的本科专业，结合
报考院校对考生拟报专业的统考

类别要求和其他专业考试要求
等，选择相应的报考类别。

据悉，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
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
厅〔2022〕8 号），2023年普通高等
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专业范围包
括《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0 年版）》和教育部 2021 年、
2022年公布的《列入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
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以
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
中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和本科专业

“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下设
各专业和“民族文化艺术类”“广
播影视类”等部分专业。

2023年我区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新增23个本科专业

邻里有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