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份是 “安全生产

月”。 江铜德铜交通队紧紧

围绕 “防风险 、除隐患 、遏

事故 ” 安全生产月活动主

题 ，采用宣传展板 、发放安

全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进

一步增强驾驶人员的安全意

识。 朱国平 摄

游客失联昼夜寻 三清有爱暖人间

本报记者 万明

6

月

22

日，游

客在鄱阳县三庙前

乡的“莲荷国”乐园

游玩。当日，该乐园

举办乡村旅游杀猪

节， 吸引各地游客

赴宴观民俗、 赏莲

花、品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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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标 先 进 ， 做 人 民 满 意 的 公 仆

信 江 时 评

“莲荷国”里游人乐

近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

对

192

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98

个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拟表彰对象

予以公示。 通过选树典型、弘扬正气，

进一步提升公务员的职业荣誉感，充

分展示公务员对人民负责、 为人民服

务、 让人民满意的时代风采和公仆本

色， 有效激励广大公务员在新时代展

现新担当新作为。

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 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称号是公

务员奖励的最高荣誉。 党的十八大以

来， 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的公务员不

懈拼搏 、 砥砺前行 ， 当 “奋斗者 ”，

做 “追梦人 ”，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

推动高质量发展 ， 打好 “三大攻坚

战”，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等重大

工作任务中， 履职尽责、 真抓实干，

建功立业、 造福人民， 把人生价值和

理想追求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

业之中、 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

斗之中， 书写了经得起实践、 人民、

历史检验的时代答卷。

本次拟表彰的个人和集体有九成

来自基层和工作一线， 他们有的长期

奋战在脱贫攻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

有的一辈子坚守艰苦边陲、 扎根偏远

基层， 有的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创造了

卓著功勋， 有的扑下身子解决了一件

又一件群众关心的热难点问题， 有的

用汗水乃至生命默默维护着人民的安

居乐业……他们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

神，生动诠释了当代公务员许党报国、

俯首为民的公仆风范， 树立起党和政

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凝聚激

发起积极向上的社会正能量， 收获了

老百姓的“点赞”和“口碑”。

“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

先进人物、 先进集体是我们这个社会

的精华，是最优秀的部分。他们所取得

的成绩，特别是他们的精神、风格、品

质， 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前进

的力量。广大公务员要善于对标先进，

以榜样为镜正心、正身、正行，以实际

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 要学习他们信

念坚定、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要学习他们牢记宗旨、心

系群众的公仆情怀， 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一心一意为

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要学

习他们恪尽职守、 无私奉献的敬业精

神， 知行合一、 克己奉公， 在本职岗

位上做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要学习他

们真抓实干、 攻坚克难的进取意识，

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

决问题， 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精

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

慧和力量。

（ 刘夏延）

“ 天热了，鸡舍要注意保持干

净、通风，圈舍每天都要勤打扫和

勤消毒，多喂金豆、米糠，只要养得

好，一只能卖一百来块钱哩！ ”

6

月

17

日， 说起近一年来养殖野山鸡

逐渐摆脱贫困的可喜变化，万年县

汪家乡昌港村民王从标眉头舒展。

去年

4

月 ，

36

岁的王从标突

发心肌梗塞，被及时送往省人民医

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前后花费

6

万余元治疗费。 因文化程度不高，

病后又无法从事重劳力，除了种自

家的

3

亩田以外，家中生活完全靠

妻子一人承担，治病花光了所有积

蓄， 家中还有两女一子在上学，日

子过得非常艰难。 去年

7

月，王从

标被新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驻村第一书记彭谟令了解到

他家有一块空地，考虑到他又不能

干重活， 帮他联系产业养殖项目。

提起养野山鸡的事，王从标便一阵

激动：“ 我是去年

7

月份开始养野

山鸡的，当时是彭书记帮我从七步

辉孵化基地那里联系的鸡苗，我一

边到浙江宁波参加培训，一边自己

养殖摸索，养到年底圈里有

700

多

只鸡。 去年底卖了

200

只，扣去鸡

苗、饲料等成本，赚了

8000

块钱，

总算是安安稳稳过了个年，我是打

心眼里感谢彭书记他们！ ”

看着野山鸡扑腾飞舞的样子，

这位憨厚老实的汉子握紧了拳头：

“ 现在营业执照也办好了，我还想扩

大点规模，邻居的田地也是闲着的，

想租过来，争取今年年底养到

1500

只。好日子总得靠自己干，党和政府

的政策再好， 脱贫致富的路还得靠

自己一步一步走啊。 ” （ 潘传海）

“紧紧依靠党的扶贫政策，脱贫致富增收没问

题！ ”昌港村民王从标信心满满———

把野山鸡养成“招财鸡”

6

月

20

日一早，三清山的游客中

心迎来了一家特殊的客人，带头的老

人家，手脚缠着绷带，由家人扶着，坚

持亲自拿着一面锦旗送到了游客中

心，锦旗上闪亮的金色字体写着“ 游

客失联昼夜寻 三清大爱洒人间”。

原来， 这位老人名叫张英明，今

年已经

72

岁， 家住黑龙江省鸡西市

鸡冠区。 三个月之前，他独自一人驾

车开始自驾游的旅程，跨越大半个中

国， 于

6

月

16

日下午进入了三清山

景区，没想到竟遭遇了意外：在禁止

游客到达的未开发山区内迷路失联

50

多个小时。 就在他孤独无助又冷

又饿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去家时，三清

山景区管理局的救援人员经过两天

两夜不眠不休的搜救， 终于找到了

他。 为了表示感谢，他带着从哈尔滨

赶来的女儿和妹妹，一同为景区的工

作人员送来了锦旗。

据了解，

17

日晚

8

时许，景区公

安部门接到了一个远在哈尔滨的报

警求助电话， 自述她

72

岁的父亲张

英明自驾游进入三清山后已经失联

超过了一天。 他们全家无比担心，希

望通过当地部门找寻失联的父亲。

接到报警后，考虑到当时几天连

降暴雨， 景区所有工作人员立刻行

动，对张英明的行踪进行排查。公安、

交警部门在排查他的车辆时，发现自

从

16

日下午

4

时许进入景区后，就

再也没有踪迹，这样说明老人还在景

区内，很有可能被困在某处了。 景区

管理局立刻组织辖区内的综合执法

局、索道集团公司等人力对老人这两

天的行动通过查询监控、向景区内工

作人员反复询问、在山林内搜索等方

式反复进行排查，发现有清洁工人在

17

日中午及下午

3

时分别见过老人

在三清宫和金沙索道上站，而监控也

拍到了他模糊的身影。 凭借这条线

索， 大家猜测出了他的徒步路线，集

中组织人力在小龙潭附近进山摸索。

终于，

19

日凌晨在小龙潭内沟谷的

一道石缝中， 发现已接近昏迷的老

人。“ 我们发现老人的时候，他已经断

粮两天了，仅靠在山中喝泉水维持生

命。因为手机在

16

日就已经没电了，

没有照明系统，他摔了好几跤，全身

都是擦伤，左臂也已经脱臼，人已经

虚脱了。 ”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说。

看见死里逃生的老父亲，张英明

的女儿张琳激动万分，她牢牢握着搜

救人员的手，激动地表示，景区的工

作人员挽救了父亲的性命，更是挽救

了他们这个家。

掌握正确的防暑知识

我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夏季较长，进入夏季，气温逐渐

攀升 ，

7

、

8

月常有伏旱发生 ，高

温天气将持续数月。如此持续时

间长、覆盖范围广、强度大、影响

重的高温天气容易导致中暑情

况的发生，对人体健康造成极为

不良影响。我们必须熟悉和掌握

正确的防暑知识， 一旦发生中

暑，方能做到正确应对。

1．

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下，

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引起的

急性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

功能障碍， 高温作业和夏季高

发。

释义：人的体温受下丘脑体

温调节中枢控制，人体通过皮肤

血管扩张、 体内血液流速加快、

排汗、呼吸、大小便等散发体内

热量。 在高温、高湿、暴晒、通风

不良的环境中，人体会出现散热

障碍，导致体内热量蓄积，发生

中暑。过劳、睡眠不足、工作强度

大是主要诱因，老人、儿童及有

基础性慢性病者易发。

2．

中暑初期会出现头痛、头

晕、心悸，体温升高等症状，严重

的会出现恶心、呕吐、痉挛、昏迷

和意识丧失，甚至死亡。

释义：根据中暑的症状可分

为先兆、 轻度和重症中暑三类。

先兆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中出

现乏力、大汗、口渴、头痛、头晕、

眼花、耳鸣、恶心、胸闷等症状。

除以上症状外，轻度中暑主要表

现为面色潮红、皮肤灼热、体温

升高至

38℃

以上， 也可伴有恶

心、呕吐、面色苍白、脉率增快、

血压下降、皮肤湿冷等；重症中

暑除轻度中暑表现外， 还有痉

挛、腹痛、高热昏厥、昏迷、虚脱

或休克，严重的会引起死亡。

3．

发生中暑要及时降温、休

息和补水， 重症患者应及时就

医。

释义：出现中暑先兆或轻度

中暑，应及时转移至阴凉、通风

处静卧休息， 密切观察体温、脉

搏、呼吸和血压变化。 可饮用淡

盐水、冷西瓜水、绿豆汤等进行

补水，同时服用仁丹、十滴水或

藿香正气散等防暑降温药物。对

于出现脱水、循环衰竭、痉挛、高

热等症状的重症中暑病人应及

时送到医院进行急救处理，救治

重点是降低体温， 纠正体内水、

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积极防治

休克及肺水肿。

4．

遵守高温作业规程，避免

长时间滞留于高温、高湿、密闭

环境中。

释义：高温作业应严格遵守

规程；夏季室外作业，应积极采

取防晒措施，避免长时间暴露于

高温、高湿、密闭环境中。应保证

足量饮水， 每天

1.2-1.5

升，不

能等渴了再喝，大量出汗后应适

量饮用盐水。 注意劳逸结合，加

强体育锻炼，增加身体的环境适

应能力，可减少中暑的发生。

安全生产不松弦

（上接第一版）通过主题教育，推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取得新进步、达到新

高度。

通知要求，要扎实抓好学习教

育。 聚焦主题开展学习，紧紧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的重要论述来组织学习，

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自学为主，静下

心、坐下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通读相关学习材料，在多思多

想、学深悟透，系统全面、融会贯通

上下功夫。 抓好集中学习研讨，采

取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举办读书班等形式，聚焦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重要论述进行研

讨交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

风，把学习研讨同研究解决本地区

本部门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

出问题和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

题结合起来，同个人的思想实际和

工作实际结合起来。

通知明确，要认真开展调查研

究。 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着

眼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

调查研究， 把调查研究与履职尽

责、完成党中央部署的任务和当前

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调查研究

要注重从实际出发， 着眼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哪些方面问题突出

就聚焦到哪些方面调研，问题出在

哪个环节就重点在哪个环节调研。

同时，要在深入学习理论和扎实开

展调研基础上讲好专题党课，主要

负责同志要带头讲，其他班子成员

到所分管领域或基层单位讲。

通知要求，要检视反思突出问

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广开言

路、畅通渠道，真心诚意听取基层

党员群众、工作服务对象的意见建

议。 党员干部要自觉对表对标，对

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习

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的突出问题，对照《 中国

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汇编》 ， 对照

初心使命， 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

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结合征

求到的意见建议， 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同

时，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要发扬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认真检视

反思，针对工作短板、具体问题，从

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方面

进行深入剖析。

通知明确，要切实抓好整改落

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着力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突出抓好问

题整改，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领

导班子从检视剖析的问题中，各地

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专项整治工

作，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中，分

别列出几个最突出的、在主题教育

期间能够解决的问题，抓紧整改解

决，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要切实抓好自身的问题整改，

防止只抓下级、不抓自身。

通知强调，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都要做实

做好做到位，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

和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不能只把自己当作主题教育的领

导者、组织者置身于外，不能学归

学、说归说、做归做，切实防止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和走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