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信 息 快 递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

记者任晓莉报道：近年来，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毫不松懈抓实住建领

域安全生产工作，有效维护了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局在原有信息化平台的

基础上，构建完善了智慧工地平

台监管系统 ，推行运用“ 人防

+

技防”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强化建

筑施工安全信息化监管，强化现

场安全质量监管、 实名制管理、

起重机械管理、扬尘管控、危大

工程监管、检测监管、信用评价

管理，全力推进县（ 市、区）“ 智慧

工地”监管平台与市级实现互联

互通，建立市、县两级监控指挥

中心，落实联动高效监管，切实

形成“ 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

管理一条线” 的信息化监管目

标，不断提升全市建筑施工安全

监管效率。

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 确保建筑施工安

全。 该局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

的执法要求 ，对“

12+3

”开展了

全市综合执法督查，对市管项目

进行全覆盖的大排查。 同时，以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十

大攻坚战”为重点，集中开展重

大安全风险管控“ 回头看”、重大

危险源防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 清零”、“ 打非治违”、 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 防范高处坠落事故、

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提升、 项目

安全教育培训 、 “ 双百示范 ”

工程建设、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

和场内专用车辆专项治理等十

大攻坚战， 切实减少一般事故，

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 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同

时， 通过集中培训、 送教上门，

采取观看宣传片、 现场案例分

析等形式， 认真抓好项目负责

人、 施工员、 安全员安全知识、

安全技能教育培训， 进一步增

强了企业和人员安全生产的责

任意识。

市住建局多措并举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记者徐芸 见习记

者范凯文报道：为进一步提高青

少年防溺水意识和自护自救能

力， 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安

全，近日，由团市委主办的“ 预防

溺水，珍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

育课在上饶市第一小学开讲。

本次课程邀请了水滴志愿

者和蓝天救援队员一同为同学

们举办知识讲座，以溺亡的真实

案件视频为切入点， 利用

PPT

图文、多媒体课件等方式宣讲防

溺水知识，有效的自救、救人的

各种方法，并展示了如何正确使

用竹竿、救生圈、空水瓶等工具

救助溺水者。 在生动、精彩的讲

座后， 同学们积极回应受益良

多， 最后全体学生一起宣誓，坚

决做到“ 六不一会”。

暑假期间， 全市各级团委

和各中小学把防溺水安全教育

工作纳入常态化机制， 通过多

种方式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

传和防溺水演练等， 强化青少

年安全意识， 提高青少年学生

的自救、 自护能力， 为青少年

营造一个“ 安全、 健康、 和谐”

的成长环境。

我市各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 把人民的要求记在心上， 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

头，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党员干部。 ”他是这样说的，更

是这样做的。 鄱阳县田畈街镇党委副书记章海用务实

的工作作风，严谨负责的态度，践行了一个扶贫干部的

职责与担当。

新联村，曾是省级深度贫困村，连出行的路都在泥

泞中。如何改变这种落后局面？这让初到新联的挂点干

部章海很头疼。 欲立先破。 为了破“ 题”，他开始细致地

入户走访，了解一线实际困难。 那时候，通组道路还没

有硬化，晴时一身灰、雨时一身泥。 短短几个月，他就走

遍了新联村，初步理清了制约新联村发展的问题，对村

情民情贫情了如指掌。 他的扶贫足迹遍布

30

个自然

村，遍访

2000

多户贫困户，就连危房改造的核实他都

一户户去看。 章海主持召开“ 三会”，把事情摆在明面

上，做通群众工作，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截至目前，该村

累计道路硬化

9407

米、排水沟建设

11384

米、危桥重

建

2

座。

2020

年

4

月

7

日，新联村代表鄱阳县接受了江

西省

2019

年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检查结果以零

问题反馈。 章海总是能以他的力量温暖人，他发起和志

愿者协会合作的“ 贫困户微心愿”活动，解贫困户当前

所需。 帮助新畈村贫困户

50

岁的懒汉金某转变面貌，

用双手去赚取幸福。 用自己的力量，每年为贫困学子筹

集

5

万元用于爱心助学。

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

生工程的他， 创新性制定了“

12345

” 工作思

路， 即坚持紧扣“ 完成脱贫任务， 实现同步

小康” 一个中心不动摇， 践行“ 五包脱贫法、 十大扶

贫工程 ” 两大抓手不偏移 ， 狠抓 “ 责任 、 政策 、 工

作” 三项落实不走样， 突出“ 基层基础、 两业扶贫、

项目建设、 结对帮扶” 四个关键不松劲， 推进“ 加强

领导、 健全队伍、 落实保障、 加大督导、 强化考核”

五大举措不懈怠 ， 全力以赴抓推进 ， 齐心协力促落

实。 在全镇扶贫干部的齐心协力下， 新联村圆满完成

了脱贫目标，全镇

9

个“ 十三五”贫困村、

2189

户

8073

人贫困户全部顺利退出贫困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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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 是 老 人 们 的 儿 子 ”

———记铅山县老党员李旺球

本报记者 陈绍鹏 见习记者 徐佳一

群 众 的 冷 暖 记 心 头

———记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章海

本报记者 涂映红 见习记者 徐素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玉山：“智能校牌”守护学生安全

瓦 缸 里 三 块 血 染 的 银 元

———倪南山回忆九死一生的烽火岁月

玉山讯 “ 这个 ‘ 电子保

姆 ’ 可是帮了我们家长大忙 ，

让我们可以安心做事， 随时掌

握孩子的位置和安全情况， 感

觉省心多了。” 玉山县仙岩镇毛

家社区村民余玉英笑着告诉笔

者 。 余玉英说的 “ 电子保姆 ”

是指智能校牌。 智能校牌是玉

山县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中 ，

结合学生安全管理工作推出创

新举措之一。 近年来， 玉山县

不断强化数字科技在社会治理

上的应用水平， 以科技手段补

足学生安全管理短板， 先后创

新实施了“ 学生防溺水告警系

统” “ 智能校牌” 等措施， 实

现了人防、 物防、 技防的有机

融合， 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

已为

4

万多名学生提供了可靠

的安全保障服务。

据了解， 该校牌内设定位

系统和通讯功能， 学生家长可

以凭权限查看自己子女的位置，

当其即将进入危险区域或不适

宜未成年进入区域时， 还会有

告警信息发送到家长手机中提

醒家长及时处理。 “ 我们只要

一靠近危险水域或者水库， 妈

妈就会收到信息， 马上就会打

电话到这张智能校牌上， 提醒

我离开。” 仙岩中心小学五年级

一班的学生赵笑萱说， 需要联

系家长时， 也可以通过智能校

牌上的通讯功能， 和家长实时

通话。

“ 你看， 我们通过智能校

牌上的定位系统功能， 在电子

地图上对危险区域和不适宜未

成年人进入的场所进行一个范

围划定， 形成一个虚拟的‘ 电

子栅栏’， 孩子们只要一进入这

个范围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家

中就都能收到提醒信息。” 中国

移动玉山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 通过数字手段织密学生

安全网的同时， 我们也将通过

建设更规范安全的学生健身娱

乐场所、 布置更丰富多彩的暑

期趣味作业， 吸引进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学生安全工作。” 玉山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

该县正在和蓝天救援队等社会

公益组织合作， 普及防溺水等

安全知识、 开展安全游泳训练

拓展课， 引导学生度过一个快

乐、 安全的暑假。

(

吴德强

)

婺源党史办的同志下乡征集资料时， 在大鄣山乡白

坞村一位姓江的土改干部那里发现了三块血迹斑斑的银

元。 老江说，这银元是原住上窟村的李炎桂家的。

1938

年，李炎桂在自己埋藏的苞米缸里发现了这三

块银元， 他知道这一定是活动在这一带的红军游击队的

战士换玉米时留下的。他被红军游击队秋毫无犯、处处为

穷人着想的作风而深深感动， 于是他把三块银元像珍宝

似的藏在家中，多次搬家，几经周折，但这三块银元一直

舍不得用。直到临终前，他还叮嘱儿子说：“ 这几块银元要

好好保存，再穷再苦也不能用……”后来，李炎桂的儿子

把银元拿出来，托付老江交给当地政府，以使更多的后人

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后来， 婺源党史办的同志在采访当年战斗在这一带

的倪南山将军时，向他说起“ 三块银元”一事时，将军激动

地说：“ 这三块银元，正是我们留下的。 ”看着“ 三块银元”

的照片，倪南山将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又浮现出

那九死一生的烽火岁月……

1937

年秋，倪南山时任皖浙赣边区休

(

宁

)

婺

(

源

)

中心

区区委书记，他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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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红军战士，其中两位伤病员，隐

蔽在大鄣山北麓安徽休宁高舍的红军秘密篷中。 因敌人

的疯狂“ 清剿”，他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得独自

战斗。 当时，从婺源到休宁、开化、浮梁，绵亘百里山区不

见人烟，到处是封锁线，举步就见碉堡和木城。 由于移民

并村，群众无法进山，就连群众在山里种的蔬菜、玉米也

被敌人糟蹋得干干净净。

倪南山他们不久就弹尽粮绝，陷于绝境。上哪儿去搞

粮食？倪南山想道：大鄣山南麓婺源白山上窟村有一户姓

李的人家，对红军很热情，他种了不少玉米，敌人就算强

迫他并村搬了家，他也决不会把苞米全部搬走。这是一线

希望。 为了渡过难关，倪南山决定带小余、老汪冒险闯封

锁线， 趁夜翻越大鄣山， 去婺源白山上窟村一带寻找粮

食。

当天晚上，倪南山和小余、老汪三人穿过密林，翻过

鄣公山大岗，朝白山方向走去。途中，他们中了埋伏。倪南

山急忙叫大家分散冲出去， 自己却从身边的石崖滚了下

去。 他忍痛冲进山腰的密林，摆脱了敌人。

黎明前，倪南山拖着摔伤的腿，来到事先约定的集合

地点等候小余和老汪。结果只等来了满脸血污的小余，小

余昨晚遭袭击时，滚下石崖，头摔破了，左腿也被树杈划

伤了。 两人等了许久，老汪还是没有来，倪南山预感到老

汪可能遭遇了不测，决定先去上窟李家寻找粮食。

倪南山和小余相互搀扶着来到了白山上窟村， 他们

在废墟里寻了半天，也未发现一点能填饱肚子的食物。失

望与连日的饥饿伤痛，使他们在树林中昏睡过去，一直到

第二天太阳高照才醒。 倪南山心想，寻找不到粮食，将事

关整个红军游击队的安危。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再到上窟

李家寻找粮食。

上午， 他们再次来到上窟村， 几乎把瓦砾都翻了个

遍，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傍晚时，他们终于在村子附近

的石岩下发现一堆乱石，觉得有些蹊跷，搬开乱石，果然

发现一个隐藏的瓦缸，缸内藏有三四百斤苞米粒。这下把

他们乐坏了：“ 这下大家的命有救了！ ”

倪南山和小余忙打开随身带着的被单， 每人包了百

把斤玉米，并将三块染着鲜血的银元放入缸内作为报酬，

仍按原样隐藏好瓦缸。 趁夜返回高舍红军秘密篷。

这些玉米粒帮倪南山带领的红军游击队度过了三年

游击战争中最艰难、最残酷的时期。

这三枚带血的银元， 见证了当年红军游击队对山区

群众的秋毫无犯，见证了革命群众对红军的深厚情意，见

证了血腥风年代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人物简介

倪南山

(1911

—

1989)

，安徽至德人。

1935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江南特委委员

,

江南特区苏维

埃肃反委员会主席，江南红军独立营特派员 ，休

(

宁

)

婺

(

源

)

中心区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部军法

处典狱长、 第二支队司令部执法科长、 苏中军区第二军

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 苏浙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苏浙军区留守处参谋长、 皖浙赣边

区游击支队司令员。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获三级八

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

勋荣誉章。

“ 我就是老人们的儿子。 ”这是铅山县石塘镇敬老

院院长李旺球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作为“ 光荣在党

50

年”老党员，李旺球始终牢记“ 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

使命，在担任敬老院院长期间，他将老人们看作自己的

亲人，真心对待、耐心服务，为越来越多的老人送去关

怀和敬爱， 石塘镇的孤寡老人们只要听到李旺球的名

字，无一不露出幸福的笑脸。

1989

年，李旺球来到石塘镇敬老院任职。刚到敬老

院工作的他很快发现了敬老院的问题：老人们孤僻，不

愿意与人交流沟通； 不少老人不太注重卫生， 行为邋

遢；独立意识较强的老人不服从管理，我行我素。 这些

问题的出现，令李旺球有些措手不及。 但他没有轻言放

弃，他暗下决心，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扭转这种局面。 为

了让老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关爱，李旺球决定离开家，

住在敬老院里。 每天清晨

5

点，早起晨练的老人们都能

看到李旺球忙碌的身影，割草、剪枝 、换灯 、换锁等琐

事，他都亲自干。“ 这些琐事老人们不太方便做，我也是

能多做一些就多做一些， 希望能够早日得到老人们的

认可，我们的工作也能够得到他们的配合。 ”李旺球表

示，这些年，他几乎没有节假日，每个传统节日，他都是

在院内陪着老人们度过的。 如今，在李旺球的亲情感召

下，许多老人开始慢慢认同这个“ 儿子”，慢慢认同敬老

院这个家。

为了让家的氛围更浓、情的氛围更重，李旺球致力

于把“ 家庭”理念渗入到每项工作中去，提升老人们的

幸福指数。 在记录本上， 他详细记录了院内老人的生

辰，每到老人生辰时，便精心布置场地，准备寿宴。“ 想

要吃什么、吃几样菜，怎么布置场地都是由老人们自己

管理，让老人们也不闲着，动动脑筋，心态更加年轻。 ”

李旺球告诉记者， 许多老人年轻的时候都是干活的好

手，如今他们年纪大了，却更想证明自己有能力、有活

力，希望敬老院能通过这种方式，为老人们的生活增色

添彩。 老人们年纪大了容易生病，对待生病的老人，李

旺球主动沟通，安抚老人的情绪，并坚持全程陪护；对

思想有疙瘩的老人，李旺球充分运用自己党员的身份，

跟他们促膝交心，他让温馨成为这个“ 家庭”的主基调、

大气候。

任敬老院院长期间，李旺球不辞辛劳，一干就是

30

个年头。

30

年的光阴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

是却未能磨平他为老人服务的真情， 他骄傲地说道：

“ 敬老院是老人们的家，也是我的家。 这一路走来，我付

出了爱，却收获了更多的爱，我爱敬老院这个大家庭！ ”

清正廉洁篇

7

月

16

日，余干县人民武装部在琵

琶湖公园摆摊设点，开展征兵宣传活动。

连日来，该县多措并举，精准发力，通过

“线上

+

线下”宣传模式，确保征兵宣传

做到全覆盖，营造火热征兵氛围，激发适

龄青年参军热情， 为年度征兵工作的顺

利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韩海建 摄

好青年， 当兵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