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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上雕出冬奥祖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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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万福进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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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廖培根 记者杨小军报道： 在德兴市

银城街道的一条老胡同里，

72

岁的民间艺人付艳

庭，在近一个月时间里，用画笔、雕刀雕刻了

4

个

冬奥题材的葫芦， 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期盼

和祝福。

采访中记者得知，付老自

70

年代起接触工艺

美术，雕葫芦已经有

10

多年了。 为了传承这项技

艺，他先后收了

7

位徒弟。

2021

年，付老的德兴工

艺葫芦被评为市级非遗项目。 雕刻现场， 一个高

38

厘米、 直径

22

厘米的最大冬奥题材葫芦作品

吸引了记者的眼球， 这个作品采用了

4

种技艺手

法，将葫芦的自然之美、奥运体育的运动标识及雕

刻、绘画的艺术之美融为了一体。 付艳庭说，因为

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我们国家高

度重视体育事业、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体现，能在

有生之年以艺术创作的形式为奥运助力喝彩，并

见证这段历史，他觉得十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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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全国市场监管系统

近日公布了“ 全国市场监管卫士”集体名单、“ 全国

市场监管卫士”个人名单。上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稽查局执法人员杨志龙荣获“ 全国市场监管

卫士”个人荣誉称号 。

据介绍， 毕业于江西中医药大学的杨志龙，

2014

年

9

月进入市市场监管局后被安排在药械

执法岗位，虽“ 专业对口”，但他一直未停止加强业

务学习，并很快成长为队里的业务骨干。

2017

年

因工作需要，杨志龙被安排至食品执法岗，当年杨

志龙负责和参与查办食品类案件

32

起，执行到位

罚没款

53.3

万元，捣毁制假窝点

1

个。

2020

年新

冠疫情初期，杨志龙正月初三即返回工作岗位，投

身防控一线，查办假劣口罩案件

2

起，对

30

批次

捐赠物资完成鉴定工作， 鉴定医用防护服和隔离

衣共计

2.4

万余套、防护口罩约

1000

万个。 在疫

情最严峻的时候， 杨志龙先后赴南昌送检防护口

罩等产品

14

批次。

2020

年

12

月在代表江西省参

加“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执法办案电子数据取证大

比武”中，不仅夺得团体赛三等奖，个人更是夺得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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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郑敏 记者杨小军报道：新年临近，年

味渐浓，为营造干净靓丽的城市环境，进一步提升

城市形象和品位，近期，市城管局通过在广信大道

隔离带区域设置花箱护栏和在节点处打造花镜的

方式，精心打造了一条花街。

为增添城市道路沿途风景， 园林工人将广信

大道原有铁质隔离护栏更换为花箱室护栏。 在设

置花箱时，遵循“ 经久难用、经济节约”原则，花箱

基座选用防腐耐蚀的铝合金材质， 花箱中植物品

种则尽量选用色彩醒目多样的火焰南天竹、 花毛

茛、常春藤、金鱼草等本地花、草。在增设花箱护栏

的同时， 园林工人还在道路沿线绿化带布置花镜

节点。在尽量不破坏原绿化带现状基础上，因地制

宜，增植开花树种、地被鲜艳花卉来装扮成花镜，

通过增强植物花卉的季相和色相变化， 点靓绿化

苗木， 丰富道路景观效果， 让花镜四季均有景可

观。 目前，

9

个色彩绚丽、层次分明的节点花镜已

打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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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邵德初 记者杨小军报道：

1

月

11

日，德

兴市文联组织

20

余名国家、省、市级书法家来到海

口古镇海口进士村文昌阁，开展“ 同心同书·祖国新

春好” 送万福进万家走进海口义务送春联活动。

在活动现场，长桌排开，红纸铺就，书法爱好

者尽情挥毫泼墨，笔走龙蛇，将内心的温暖融入到

春联中，一句句寓意吉祥的祝福语，一张张力透纸

背的“ 福”字，让现场变得年味儿十足。这些春联既

描绘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也寄托着大

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我们家以前都是买

春联，相比之下，这些现场写的春联更有传统佳节

的喜庆味儿，更加温馨。 ”拿着刚写好的翰墨飘香

的春联，海口村一位村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据

了解，此次活动共送出春联

600

多副，“ 福”字

60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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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答对

2436

道题，能力爆表，

全部通关！ ”“ 年度积分

19692

分，在

全国总排名第

7

！ ”

2021

年

12

月

31

日晚，两张学习强国平台截图在广丰

区党史学习教育群里引发了大家的

一连串点赞称好。而这组数据背后的

主人公， 是广丰区河北小学

95

后青

年老师陈代新。

“ 一次性答对

2436

题，你花了多

少时间呢？ ”面对大家的提问，陈代新

的答案是两个半小时。陈代新说：“ 一

般通关一次需要很长时间，平常要上

课，我就选择在周末答题。 那天大约

是下午

3

点多钟开始答题的，期间一

旦网不稳定或者有电话打来，就得重

新开始， 直到完成最后一道题的作

答，我才松了一口气。 ”

这其实已经不是陈代新第一次答

完题库全部题目了，在他的手机里，记

者看到了他每一次答题“ 通关”的截图：

2020

年

8

月

7

日， 陈代新答完了题库

1011

道题，标志着他第一次通关成功。

之后，随着题库的更新，他一次又一次

向通关发起挑战 ，

1699

题 、

1777

题 、

1842

题 、

1850

题 、

1851

题 、

1923

题 、

2019

题、

2269

题， 直到现在的

2436

题，足足有

10

次通关记录。

学习强国“ 挑战答题”版块涵盖

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包括时政、经济、

理论、党史、文艺、科学等，题库也一

直在不断更新。在一次看到别人答题

通关的消息后， 陈代新感到十分震

撼，他暗暗下定决心，别人能做到，自

己也一定能做到！ 从那之后，陈代新

从最初的挑战不足

5

道题到

10

多

道、

20

多道到

100

多道、

200

多道，渐

渐地，他也发现自己答题到了一个瓶

颈期，错题也多了起来。 身为教师的

他想到了学生错题本，于是，他给自

己建了一个“ 移动错题库”，在每次答

题错误的时候，他便用手机将每一道

错题截图保存下来， 存在手机里，时

不时拿出来复习一下。

“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陈

代新说，“ 光知道正确答案是不够的，

每次做错后，我还会到网上查阅相关

资料，了解题目的来龙去脉，不知不

觉我学会了很多知识。这也是一个自

我挑战的过程，我很喜欢这个过程。 ”

如今，学习强国已经成为了陈代

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每

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学习强

国，听新闻报摘，了解最新的时事动

态。 ”对于陈代新来说，美好的一天都

是从学习强国开始的。

前段时间，市道德与法治优质课

比赛中传来了好消息———陈代新执

教的优质课获得了一等奖。谈起这个

奖，陈代新感慨地说，这也有学习强

国的功劳。在学习强国有一个频道是

“ 教育”，里面新汇聚了全国各地名师

课堂，不用走出家门就能听到他们的

课，让他学会了很多教学方法，收获

了很多新的教育教学理念。

“ 今天你学习了吗？” “ 挑战答题

答对了几题呀？” 在陈代新的影响下，

上“ 学习强国” 学习已经成了河北小

学教师的必修课， 全校教师“ 学习强

国” 参与度达

100%

， 先后有

3

人挑

战答题通关成功， 学习“ 学习强国”

的热潮不断掀起， “ 比 、 学 、 赶 、

超” 的氛围也日益浓厚。

“ 通关不是我最终目的， 每天不

间断的学习，拓宽自身知识面，培养

热爱学习、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才是

关键所在。 ”

2021

年

6

月，这个

95

后

大男孩经过党组织的考验，终于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陈代新

说：“ 只有不断战胜自己、 挑战不可

能，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才能成为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会把这份学

习劲头一直保持下去。 ”

（徐卫清 周莉莉 本报记者 杨小

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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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玉佳今年

58

岁，她不甘过着平凡的家庭

生活，毅然决然投身于公益事业，先后参加了上

饶市志愿者协会、“ 一路有你” 公益团队和无偿

献血服务团队。

13

年来，她从未间断过无偿献

血，累计献血量达

37600ml

，曾荣获“ 江西省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她还获得“ 市十佳优秀志愿者”、“ 市五星级

志愿者”、“ 市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近日，她

被评为助人为乐类“ 上饶好人”光荣称号。

2021

年

10

月

30

日 ，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她第一时间投入到抗疫第一线，在自己所居

住的江南人家小区做志愿者， 协助社区组织居

民做核酸检测。 之后又在茶圣路警务站协助民

警和铁路社区为封控区的居民分发物资， 每天

起早摸黑，整整忙了一个月时间。

过玉佳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不很富裕，

但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

2005

年，她的母亲被

诊断为尿毒症，每周不得不去医院做透析。她和

姐妹们竭尽全力凑齐昂贵的透析费用为母亲治

病，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照料与治疗，还是没能

留住母亲的生命。 也就是在陪伴母亲求医的过

程中，她了解到医院每天用血需求大，与血站库

存量不成正比。为了帮助更多需要用血的病患，

缓解供血紧张， 她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无偿献血

行列。除了每年定期的两次献全血外，在身体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只要有供血需求，一个电话，

她就会及时赶到血站，为病人捐献血小板。过玉

佳表示，她想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3

年来，过玉佳从未间断过无偿献血。 认

识她的人都称赞道：“ 她是献血英雄， 献出的血

可用桶装！ ”除了参加无偿献血，她常年还穿着

志愿者服装， 奔走在市中心广场献血屋和广信

区、广丰区、橫峰县、弋阳县的流动献血车，为其

他无偿献血者服务。

2016

年，过玉佳有幸成为“ 一路有你”公益

团队的志愿者，该公益团队设有敬老爱老、帮孤

助残、抗震救灾、环境保护、义务献血等

15

个服

务项目。她觉得自己找到了“ 组织”，这里能让她

更好地发挥余光余热。志愿者工作繁琐且杂，她

安排好家庭生活后， 其他时间几乎都投身于社

会公益活动，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会有她的身

影。 每周一，在上饶市人民医院门诊当志愿者，

为就诊的患者服务；每周四，看望

孤寡老人，为他们打扫卫生、洗头

洗澡，送去糕点和食品；每周还要

抽出很多时间，在公交便民服务

中心当志愿者，指导老年人办理

乘车卡；每年的腊八节，她都会把

热气腾腾的腊八粥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每年高

考，她早早地在考点校门口维持秩序……

很多时候， 过玉佳的公益行为让家人很不

理解，家人认为她年纪大了，经常日晒雨淋，人

变得又黑又瘦。但她却认为这才是她的理想，无

论家人怎么劝她，她都毫不动摇。她说：“ 我没有

什么大的理想， 只想帮助身边的人， 这使我快

乐。 ”

2020

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当

时人心惶惶， 但她又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震惊

又担心的决定，到小区门口做志愿者，参与疫情

防控。家人认为这样很危险，而且她不去做也会

有人去做，而过玉佳认为，如果人人都这么想，

还有谁去做志愿者呢？期间，她在做好自己的安

全防护同时，一直为小区居民保驾护航。

疫情过后，鄱阳又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她积

极进行募捐。并在抗洪的关键时刻，她克服年纪

大又晕车的状况，带着物资

3

次奔赴鄱阳灾区，

慰问一些抗洪官兵，看望受灾村民。晚上她和志

愿者们挤在简陋的教室里休息，回来的时候，全

身被蚊虫叮咬，双脚也因行走时间太长而水肿。

但她却说：“ 回去休息几天就好的，没事。 ”她总

是那么乐观。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疫情期间，过玉佳（右一）和志愿者们为居民送物资。

陈代新耐心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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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邵长梅 记者杨小军报道：

1

月

3

日，

弋阳县农行办公室员工计涛， 在和同事一起打扫

食堂卫生时， 突然发现食堂隔壁的阳娃小区一楼

着火，火势瞬间从一楼蔓延到三楼。他见状两次跑

到农行办公楼，拿来灭火器，和同事一起奋勇将火

扑灭，受到小区居民和单位同事的好评。

当日

17

时许，正值元旦放假，计涛和同事

一起在食堂打扫卫生。突然，计涛和同事听到食

堂窗外传来的嘈杂声，当他们抬头看向窗外时，

发现原来是隔壁居民楼失火了， 火势已经开始

蔓延，逐渐从一楼往二楼、三楼方向燃烧。 随着

居民发出的尖叫声不断传出， 周边居民闻声后

纷纷赶来，急忙将附近的车辆挪开，楼下开始聚

集了不少围观的人。

计涛见状， 立即从食堂跑到银行办公楼拿

灭火器， 同时喊人拨打

119

报警。 拿到灭火器

后，他提着两只干粉灭火器迅速跑到起火现场，

非常熟练地对着火源进行灭火， 同时他还叫来

身边的同事，一起拿着灭火器灭火。灭火器用完

后，见火没有完全被扑灭，计涛又跑到办公楼，

再次取来灭火器进行灭火。 退伍军人出身的他

身手敏捷、行动迅速，与大火开展了一场生死赛

跑，由于他训练有素，仅仅几分钟时间就将火势

控制住并扑灭。

面对着燃烧的熊熊大火， 若没有他挺身而

出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居民

楼三楼，迅速蔓延的火势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

必然会给起火居民楼

20

余户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失。 单位的同事也是次日看

到烧焦的楼房后， 才得知计涛奋勇灭火的感人

事迹。

据了解，计涛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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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2002

年在武警江

西抚州支队服役，服役期间曾荣获“ 优秀士兵”

光荣称号。

2005

年退役后来到弋阳县农行工

作。事后有人问计涛，为什么大家都在观望的时

候，他敢冲上去灭火。计涛只是说：“ 我当时根本

没有思考，只是想着要尽快把火扑灭，因为水火

无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

一场意外，居民皆危人心震荡；一场鏖战，血

性男儿全力相搏。 危急关头，计涛不顾自身安危，

勇敢果断的灭火举动， 是平凡的生活当中不平凡

的逆行者，也是广大党员群众学习的优良榜样。据

了解，当日阳娃小区一楼着火，是一楼居民在烧饭

时不慎引发火灾，所幸计涛和同事扑救及时，避免

了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

小区居民楼突然起火 银行员工奋勇将火扑灭获赞

计涛跑向办公楼拿灭火器 计涛和同事在奋勇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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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艳庭在精细雕刻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