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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19：30 叛逆者

（央视八套）
19：32美好的日子

（江苏卫视）
19：32理想照耀中国

（北京卫视）
19：36大江大河

（安徽卫视）
19：34觉醒年代

（天津卫视）
19：34我们的新时代

（东方卫视）
19：35伟大的转折

（江西卫视）
19：34觉醒年代

（山东卫视）
19：34山海情

（湖北卫视）
19：30百炼成钢

（湖南卫视）
19：32美好的日子

（浙江卫视）
19：34战火熔炉

（四川卫视）

19：10悬崖
（江苏综艺）

19：52觉醒年代
（江苏城市）

20：10还没爱够
（江苏影视）

电影
18：36大进军-席卷大
西南（上）（央视六套）
20：15大进军-席卷大
西南（下）（央视六套）

21：55丹特峰
（央视六套）

综艺
19：30喜上加喜

（央视三套）
21：10闪闪发光的你

（江苏卫视）
21：00为爱转身

（江苏综艺）

节目如有变动，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实习记者 沈昭 整理

轨道交通的飞速发展必定促使大
量的人才需求，全国轨道交通集团属大
型国有企业，工作稳定有保障，待遇好，
有发展空间，对求职者来说，是不错的
选择。

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武汉铁路
技师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备案、湖北
省人民政府批准、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主管的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
院校。主要培养轨道交通行业（铁路、
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的驾驶、车辆检
修、牵引供电、运营管理、机电一体化等
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

2021年在江苏省招收100名全日
制大专生，专业名称及计划为城市轨道
车辆应用技术40人（首选物理类25人、
首选历史类15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5人（首选物理类2人、首选历史类
3人）、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10人
（首选物理类6人、首选历史类4人）、铁
道机车运用与维护5人（首选物理类3
人、首选历史类2人）、机电一体化技术
40人（首选物理类理工类24人、首选历
史类16人）。

自2008年以来，为南京、苏州、无
锡、常州、徐州、南通等轨道公司培养了
大量的轨道交通运营技术技能型人才。

◎ 学 院 招 生 咨 询 电 话 ：
02787643117； 02788778071；
02787648820

学院官网网址：http://www.hcrt.
edu.cn

学院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钢狮咀1号

欲读轨道交通专业，请选择湖北铁道运输职业学院
江苏省招生代码5283 学院代码14553

2021年江苏高考名校见面会暨志
愿填报大会启动啦！

2021年是江苏实行新高考的第一
年，新高考改革下，高考志愿填报难度
升级，仅普通本科批就可以填40个院校
专业组志愿，给考生与家长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为助力考生合理规划志愿填
报及专业选择，由扬子晚报联合泉森文
化主办的2021江苏省高考名校见面会
暨志愿填报大会将于明天在南京国展
举行！本届志愿填报大会将在全省各
地举行，场次安排敬请关注“笃学堂”微
信公众号。

明天（6月26日）上午8：30在南京
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南京场将于明天（6月26日）上午8
点30分至12点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一
层D厅（龙蟠路88号）举办，关注“笃学
堂”微信公众号，回复“门票”，即可免费
领取入场券，另获赠电子版《2021江苏
新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手册》一份。考生
入场请务必携带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
家长入场请携带身份证，提前准备好健
康码，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全程佩
戴口罩。

南京咨询会现场我们将邀请南京
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
国药科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邮电
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南京中
医药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财经大
学、南京审计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江南
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徐州医科大学、

江苏大学、常州大学、南京工程学院、金
陵科技学院、南京晓庄学院、江苏第二
师范学院、江苏科技大学、江苏理工学
院、淮阴师范学院、淮阴工学院、盐城工
学院、江苏海洋大学、泰州学院、苏州科
技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无锡学
院、宿迁学院、无锡太湖学院、三江学院
等百余所知名高校招生负责人亲临现
场，为考生和家长面对面提供咨询服务。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笃学
堂”公众号，回复“入场券”即可获取
2021年江苏高考名校见面会暨志愿填
报大会（26日南京场）电子入场券。回
复“电子专刊”即可获得由扬子晚报联
合笃学堂刊发的《2021年江苏新高考志
愿填报指导手册》电子版。回复“线上
咨询”，即可加入江苏新高考志愿填报
线上指导QQ群。

2021年江苏高考名校见面会
暨志愿填报大会
——将于明天在南京国展举行！

填报阶段
第一阶段
（本科）
第二阶段
（专科）

2021年江苏高考名校见面会暨志愿填报大会（南京）

大会时间
6 月 26 日上午

8点30至12点
7 月 20 日上午

8点30至12点

大会地址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一层D厅（龙蟠路88号）
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一层D厅（龙蟠路88号）

2021本次大会目前还有少量展位，
联系电话：孔老师13913311262、虞老师
18018027899

（微信号：duxuetang_）

●小英雄浮出水面
孩子告诉妈：救人就是件小

事，没放心上
24日上午，在徐州光荣巷小学内，

一名学生家长带着一面写着“见义勇
为救落水儿童”的锦旗，找到学校老
师，希望当面送给五（3）班的胡彭军。
通过家长的讲述，班主任周洁这才知
道胡彭军同学在几天前，从泳池中救
下了一名溺水男童。

“孩子说了，就是一件小事，他没
放在心上”，记者24日下午联系胡彭
军妈妈高女士采访时，她这样告诉记
者。高女士表示，这件事发生在14日
下午，当天胡彭军放学后跟着奶奶去
了市区一家游泳馆。“他学游泳已经6
年了”，高女士说，从换衣服到下水，孩
子已不需要大人在旁辅助。

●视频还原
幼童泳池“倒栽葱”，他一个

鱼跃扎过去
记者从事发时的监控里看到，当

时，儿童区的泳客不多，胡彭军下水后，
在最外侧的泳道内整理泳帽。不一会，
身旁一名挂着泳圈的幼童，慢悠悠划向
隔离浮标，并费力地从上面越过。进入
到相邻泳道后，幼童开始整理身上的泳
圈。突然，在该泳道中间位置，幼童突
然失去重心，整个身体来了一个“倒栽
葱”，上半身全部浸入水中。此时，泳圈

已经滑到了男童腰部，在扑腾中男童双
脚离开了水面，双手在不断拍水。

也就是一两秒钟，原本侧身的胡
彭军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随后他一
个鱼跃，直接越过了隔离浮标，扎进了
事发泳道。露出水面后，他抓住男童
左腿，一把将他翻转过来，随后他游到
男童身前，将他的上半身扶出水面。
此后，幼童家长和游泳馆安全员也赶
了过来。“那个孩子被带上岸后，胡彭
军继续在泳池内游了40分钟”，高女
士告诉记者，“直到跟奶奶离开，胡彭
军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小英雄有底气
游泳6年，参加过省级少儿比赛

从事发时的监控中可以看到，胡
彭军从入水到救人后，始终保持淡
定。不少网友点赞的同时，调侃他是

“淡定弟”。对此，高女士表示，胡彭军
已经学习游泳6年时间，曾代表徐州
参加过省级少儿游泳比赛，“他在之前
也有过类似的救助经历，可能他觉得
这就是一件小事。”

胡彭军眼中的“小事”，受助者眼
里可是救命之恩。被救男童豆豆今年
3岁，刚开始学游泳，豆豆妈告诉记者，
当天她带着两个孩子到游泳馆。事发
时，她分心去照看老大，没想到就在这
一点空档时间里发生了危险，“幸亏胡
彭军及时出手，孩子只是呛了几口水。”
事发后，豆豆妈光顾着孩子，都没来得
及跟胡彭军说一声谢谢，“我们一连找
了几天，才打听到孩子的姓名学校，我
一定要当面跟他说声谢谢！”

6月24日下午3点左右，南京新街
口金鹰门前的汉中路慢车道上冒出浓
烟。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赶到现

场了解到，一辆停放在这里的电动车
发生燃烧，波及停放在一起的另两辆
电动车，所幸明火很快被扑灭，无人员
受伤。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在进行调
查，具体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现场的消防员告诉记者，他们赶
到现场时火基本上已经被扑灭，商场
工作人员和路过的热心市民第一时间
上前帮助扑救。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刘浏
见习记者 孙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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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挂着泳圈的3岁幼童，突然“倒栽
葱”在泳池里。一旁整理泳帽的男孩随后上演
教科书式施救，一个鱼跃越过泳道浮标，麻利
地抓住男童左腿翻转，将其上身扶出水面。
之后，男孩继续整理泳帽，淡定离开。6月24
日，徐州一名11岁男孩火了，他在泳池淡定
救人的事，直到被救男童家长打听找到学校，
才被大家知晓。因男孩全程表现冷静，很多网
友称赞男孩是勇敢的“淡定弟”。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马志亚

■南京新街口 ■昨天下午3点左右

好好停着的电动车发生自燃

23日下午，南京栖霞区仙林东城
汇地下停车场，一名男孩在上车时，一
脚踩进机械车位之间的缝隙里拔不出

来。事情发生后，110民警和消防火速
赶到现场救援。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此时男孩额
头密布汗珠，身体呈跪姿，双手撑住。
好在他很勇敢，也很镇定。在大家的
鼓励下，男孩一直保持镇静。经过现
场分析，消防员利用专业工具扩张器
将两块钢板之间的缝隙撑开，成功将
男孩的腿拔出来。经过现场检查，孩
子的腿没有受伤。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任国勇

■南京栖霞区 ■23日下午

男童一只脚卡进机械车位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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