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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文 明 创 建

上饶是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 ， 2021 至

2023 年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

3.我市文明城市创建目前属

于哪个阶段？

他叫余炜锋， 今年

46

岁，

一个土生土长的上饶人。 从事

救助管理工作

20

多年来，始终

把受助人员的冷暖放在心上，

甘做受助人员的知心人。

本职不研究方言， 却能听

出多省尤其偏远地区以及多个

少数民族地区的口音； 本职不

研究地名， 却对中国多省的乡

镇乃至村名尤其以前的老叫法

烂熟于心；本职不是寻亲的，却

帮数千人找到了回家路， 在单

位里获称“ 余侦探”。

他为什么热衷于辨听方言

熟记村名呢？“ 余侦探”的称号

又是怎么来的？

初一照面，让记者印象深刻

的是余炜锋那炯炯的目光与那

乐呵呵的笑容，由于患有强直性

脊柱炎，余炜锋只能机械地转动

身体与人交流。 熟悉他的同事

说，老余做事执着，喜欢扎进去。

“ 对我来说，每一次寻亲就

是一场考试，我得不断学习，不

断找法子， 一定得扎下身子自

己去找线索。哪怕到今天，社会

大环境变了，尤其科技发达、大

数据时代， 很多时候还是要做

一个有心人， 才能收获有效信

息。 ”虽然提到了大数据，但对

于余炜锋而言， 他还是坚持使

用自己的老法宝：一张地图，一

部随时在线的电话。

这么多年下来，余炜锋被同

事称为“ 余侦探”，他总结了一套

自己独特的寻亲甄别方法———

准确把握窗口期（ 求助对象刚进

站时注意观察各种细节）、 听看

聊、输入性询问（ 尤其对于神志不

清的病人， 多问些已知线索看对

方反应）、多联系当地协同核查。

通过多听多看多聊， 哪个

人的回家路让余炜锋印象最深

刻？余炜锋说，这是个很难回答

的问题。 因为每个流浪在外的

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而且各

不相同。 并不是所有的结局都

是欢喜， 悲伤与无奈也不在少

数。 救助站曾甄别出广信区皂

头镇一名流浪人员， 余炜锋几

经周折找到这名流浪人员家属

后，却被家属拒收，余炜锋找到

当地政府， 在镇干部配合下一

起做这名流浪人员家属工作，

希望他们能够将其带回家，并

且进行照顾。通过多方协商，家

属最终接纳了这名流浪人员。

面对蓬头垢面、破衣烂衫、

浑身散发着腥臭的流浪乞讨人

员，很多人可能只是抱着“ 他们

真可怜！ ”的心态，投以同情的

目光，但却会避而远之，不敢靠

近，更不用说伸出援手了。而余

炜锋却不嫌脏、不怕累，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把救助对象当亲人

看的神圣誓言。

2019

年， 余炜锋又被确诊

为冠心病，并于当年在心脏植入

支架。饱受强直性脊柱炎和冠心

病的双重磨难下，余炜锋依然乐

观积极地奋战在救助一线。

乞讨流浪人员是城市管理

的一大难题，余炜锋坚持与救助

站工作人员上街巡查、劝导流浪

乞讨人员回归原籍，不仅对流浪

乞讨人员进行登记造册，了解家

庭情况，积极向流浪乞讨人员进

行政策上的宣传，还到流浪乞讨

人员家乡进行走访，帮助他们办

理五保、低保、残疾人生活补助

等保障其基本生活，从源头上杜

绝职业乞讨现象。

新时代赣鄱先锋

尊 崇 英 雄 勇 毅 前 行

信 江 时 评

哪 里 有 需 要 ， 哪 里 就 有 她

———记上饶市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许军

本报记者 徐芸 见习记者 范凯文

让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记市民政局救助管理站余炜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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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公益活动中，时常活跃着一个老人的身影，

明明可以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 却天天忙碌在爱心公益

的路上。 她就是上饶市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许军。

许军是一位有着

38

年党龄的老党员，长期在信州区

财政局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

2013

年退休后又挑起了该

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老年体协主席的担子。 除了每月组

织党员干部们学习及组织文体活动外， 她还非常关心老

干部身心健康，经常走访问候，只要谁家有困难，许军都

会义不容辞地帮到底。

热心公益事业，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是许军一直

在做的事情。 多年前，因高血压、高血脂引发脑动脉血管

瘤，许军在上海动过大手术，至今脑部里还留置着

9

个弹

簧和

1

个支架，但这并没有阻挡她热爱公益事业的执着。

2016

年，她兼任上饶市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近几年组

织参加了上千场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服务时间长达

6000

多小时，却没有领取过任何报酬。 在许军的影响下，她爱

人耿涛也投身公益事业，和她一起帮助有需要的人。

“ 许军书记做公益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熟悉许

军的人感慨道。 在“ 公益乐跑”“ 鲜花义卖”“ 高考爱心护考”

“ 抗洪救灾”“ 重阳节千人饺子宴”“ 夏日送清凉”、关爱“ 孤寡

老人”和“ 抗战老兵”等志愿服务中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为了

做好志愿服务活动，她不辞辛苦、起早贪黑，主动参与到筛选

受助对象、落实捐助内容、安排人员、调动车辆、协调部门等

一系列繁琐的事情中，确保公益事业发挥实效。

2020

年初， 席卷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

民的心，也紧紧揪着许军的心。 在这关键时刻，她挺身而

出，大年初一便带着爱人耿涛冲在抗疫前线，到饶城现代

城社区一线请缨作战， 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不分昼夜坚持

志愿服务， 并开着私家车为隔离区的上饶市二院的医务

工作者及

96

名家属和援鄂医务人员的

15

名家属送蔬

菜、水果、婴幼儿奶粉等生活用品。

2020

年

7

月，当她得知

鄱阳发生洪灾时，第一时间与鄱阳取得联系，并立即召开

会议同时在党员群里发起援助倡议书， 第二天便带领党

员志愿者们携带爱心物资奔赴鄱阳一线， 为受灾的群众

煮食配菜、打扫卫生、采购所需物品，为孤寡老人解决生

活难题，为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哪里有需要，哪里

就有她的身影。

“ 让生命过得有意义，尤其对一个党员来说是必要的。 ”

许军表示，“ 等百年之后，自己将捐献遗体，让公益持续到生

命的尽头。 ”这是一个退休老人对公益事业的真情告白，也

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演绎最美“ 夕阳红”的初心与决心。

万年讯 最近，万年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正式推出不动产登

记信息查询功能， 市民只要通

过智能手机， 就可以随时查询

到个人房屋套数证明、 权利人

信息等服务。

据了解 ， 该项功能推出

后， 市民通过智能手机下载万

年不动产

APP

或者使用微信

小程序和支付宝小程序， 即可

实现个人不动产登记信息互联

网查询。 市民在互联网上进行

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服务时，

需本人使用实名认证账户并且

验证人脸后才可进行相关信息

查询及电脑端打印服务 。 目

前， 不动产登记信息互联网查

询 功 能 实 现 了 万 年 不 动 产

APP

、 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

程序全覆盖。

不动产登记信息互联网查

询服务的推出， 形成一次不用

跑就可在家进行查询的体验，

让广大群众办理查询业务时更

省心、更便利、更高效。

（ 张新涛）

万年：

可随时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

近日， 鄱阳县

油墩街镇北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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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 猕 猴 桃 熟

了， 一个个 “金疙

瘩” 似的猕猴桃挂

满枝头， 许多人慕

名前来采摘， 体验

乡村游的乐趣。

段和平 摄

玉山讯 玉山县双明镇扎

实有效推进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规范化建设， 不断优化各项服

务功能， 把为民服务推上新台

阶。

建立健全“ 首问责任制”

“ 限时办结制”“ 一次性告知制”

“ 错时延时预约服务制”， 实行

“ 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强

化便民服务引导， 建立办事流

程图， 编制办事指南、 服务指

南。 有效承接上级部门下放的

事项办理， 并将所有事项清单

梳理上墙， 让来办事的群众办

什么事到哪个窗口，一目了然，

减少了办事时间和程序。 全面

整合优化关联事项、 业务环节

和办事材料。坚持主动服务，靠

前服务，为老人、孕妇、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提供绿色通道，提

供爱心服务。实行即来即办，对

于办理标准明确、 条件简单的

办理事项，实行“ 最多跑一次”，

对于较复杂的办理事项， 按照

“ 一窗”受理模式处理。 为了方

便群众常态化执行错时延时预

约服务， 实现了乡镇政务服务

“ 不打烊”。 在服务大厅设立了

群众办事休息等候区， 内设便

民饮水机、便民服务箱、便民投

诉箱、咨询服务台等，为各种事

项办理提供便利和政策咨询。

做到来访件件有回应、有落实。

线上开通工作日、 节假日线上

预约服务，线上完成办公，群众

远程办事，真正实现“ 零跑腿”。

“ 线上

+

线下”服务模式切实增

加了群众的满意度。 （ 余金华）

祖国已无恙，英雄请回家！

2

日，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我国再次以尊崇礼仪，

迎回

109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此前，我国

已连续

7

年迎接

7

批共

716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

国。 英雄们的功绩彪炳千秋，英雄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71

年前， 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

道，历经

2

年零

9

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

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时光荏苒，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

抗美援朝战争告诉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必须捍卫。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伟大

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19.7

万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

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

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这一战，打出

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

看；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这一战，再次证

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

英雄是时代的标杆，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有

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

有先锋。包括抗美援朝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

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是激励我们前行

的强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

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为了人类和平与

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当年，志愿军将士们抱着赴死的决心出国征战，很

多牺牲在异国他乡。 然而，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英雄，

一批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历尽曲折归国安葬， 烈士魂归

故里。

尊崇英雄，是为了不忘历史，更是为了勇毅前行。

唯有传承先烈风骨，才能挺起民族脊梁；唯有铭记先烈

遗志，才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像英雄那样坚守，像英雄那样奋斗。在迈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 志愿军烈士的风范和伟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克

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 梅世雄 陈梦阳）

近日，上饶市城管支队石狮大队对辖区城乡接合部进行整治。通过采取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科

学治理方式，对设摊人员进行宣传教育、耐心劝离；对符合疏导点管理规定的，引导至疏导点经营；

对违法停放的电动车等非机动车辆一律拖走。 王调翁 摄

双明不断优化细化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