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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一对夫妻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信州区溪边村开展

移风易俗树新风宣传活动

自建房违规搭建泡沫夹芯板

消防依法查封拆除

“市道德模范”胡军

：

高空带电作业 守护万家灯火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游客程先生近日来到

灵山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诚信退赔中心， 由于其个人

原因，他此次游玩计划临时取消，这次特意来申请门

票全额退款。 经灵山风景名胜区的旅游诚信退赔中

心受理核实后，款项很快就退到程先生的账户了。

据了解，近年来，上饶紧扣“ 不让一位游客在上

饶受委屈、让每一位游客在上饶都满意”的理念，全

面升级旅游诚信退赔工作。 并以开展诚信退赔工作

为抓手，不断提升投诉退赔工作的时效性、便捷性和

满意度，为游客营造安心、放心和舒心的旅游消费环

境。在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的旅游退赔中心，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守，随时为游客处理旅游退赔相关事宜，并

线上线下全方位拓宽游客诉求渠道。 截至目前，上饶

12

个县

(

市、区

)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均成立了旅游诚

信退赔中心，已接入商盟商家

6100

余家；旅游诚信

理赔办结率、满意率达

100%

。

本报讯 时雨 记者杨小军报道：

5

月

19

日，来

自广信区的医务工作者小慧

(

化名

)

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 生命

的种子”，她也成为我省第

24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 同时，小慧和她的丈夫小龙

(

化名

)

也成为我省

首对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夫妻。

据了解，早在

2017

年

3

月，小龙在妻子小慧

的陪同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广信区（ 原

上饶县）首位成功捐献者。

2021

年

11

月，小慧也

接到市红十字会的电话， 告知她与一名血液病患

者配型相合，她当即表示愿意捐献。 今年

5

月，小

慧等来了捐献环节。因疫情防控要求，小慧只能独

自前往采集医院。

5

月

19

日，经过近

3

个小时的

循环过滤，小慧捐献了

146ml

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捐献过程中， 小慧充满喜悦地说

:

“ 能够顺利实现

捐献，我觉得十分开心，特别是爱人捐献后我也能

匹配成功，这是多少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 ”

本报讯 管小勇 记者杨小军报道：“ 从现在开

始必须停止营业，隐患整改前，不允许擅自进入查

封区域。 ”

5

月

20

日上午，上饶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消防救援大队与公安派出所执法人员对当地一栋

自建房一楼的理发店进行了现场查封， 原因是该

理发店违规搭建可燃易燃的泡沫夹芯板。

“ 你这个电线明敷在泡沫夹芯板上，一旦发生

短路极易引发火灾。”执法人员指着挂在泡沫夹芯

板吊顶上的照明灯说， 而且电线还未进行穿管保

护，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该处自建房总共六

层，一楼为店铺，二至五楼为居民住宅。 执法人员

发现，该理发店还存在私拉电线、使用大功率用电

设备、随意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等安全隐患，且店内

无任何消防器材。面对执法人员的质问，店主并未

认识到自己的违法事实， 于是执法人员现场拆除

一块泡沫夹芯板，用火点然后，火苗猛得窜出，不

到

5

秒钟，泡沫夹芯板瞬间融化，并伴有大量刺鼻

的浓烟。“ 泡沫夹芯板属于可燃易燃装修材料，燃

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毒浓烟， 人体一旦吸入容

易产生中毒、窒息甚至昏迷。 ”执法人员向店主阐

述了违规采用泡沫夹芯板的严重后果。当天下午，

店主在该消防救援大队监督员的指导下， 对违规

采用的泡沫夹芯板进行了现场拆除， 并对其它火

灾隐患进行了整改。

本报讯 贺驰宇 记者杨小据军报道： 信州区

朝阳镇溪边村的幸福老年活动中心近日又热闹起

来了，村里的老人们坐在大厅的木桌前，拿着宣传

小册子，跟着志愿者齐声阅读着。“ 小册子简明易

懂，让人很容易记住意思。 ”村民王大爷说。

据悉，这是溪边村在幸福老年活动中心开展的

“ 崇俭尚德倡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溪边村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向村民们倡

议，要破除封建迷信，提倡婚事简办，文明婚嫁，厚礼

薄葬，禁止赌博等不良行为。 村民们对此也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溪边小学退休老校长说：“ 时代在进步，

我们的思想也应该进步。 我们要遵守村规民约，自

觉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弘扬时代新风，从自

身做起，共创文明和谐家园！”通过宣传教育，村民们

都表示对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尚有了新认识，将更

好地参与建设乡风文明的美丽新乡村。

小慧在采集造血干细胞

她曾先后干过抄表员、管道维修

员、供水所长、热线办负责人等工作，

无论在什么样的岗位、 什么样的环

境，她都是巾帼不让须眉，干一行爱

一行，干一行专一行，把芳华的岁月

献给自来水事业。 她先后荣获“ 江西

省劳动模范 ”、“ 江西省优秀共产党

员”光荣称号，她就是德兴润泉供水

公司客户部城南片区经理杨芳。

4

月

20

日上午， 正当记者在润

泉供水公司城南客服部采该杨芳时，

她突然接到一用户电话反映，怀疑自

家水表有漏水情况。 群众利益无小

事， 她立即和同事骑着电瓶车赶去，

经检查，水表没有问题，她及时将检

查结果反馈给户主。

据介绍 ，

1991

年杨芳被分配到

德兴自来水公司，担负着城区水表抄

表工作， 每个月

5

日到

12

日是上户

抄表的时间。

90

年代初，用户的水表

基本还是装在家中，而很多用户只有

早中晚吃饭时才在家，所以抄表必须

趁用户在家的时间上门，因此，每个

月抄表的那一周，她经常饿着肚子挨

家挨户抄表。

自来水公司的安装维修队是公

司最苦最累的部门之一 ，

1996

年得

知维修队缺人手时，杨芳主动申请调

到了公司维修队，成了维修队唯一的

一名女队员。 虽然是女同志，但她巾

帼不让须眉，天天扛着管子钳、扳手、

绞丝把等笨重的维修工具，一起出现

在各个维修工地。当时没有机械化的

设备， 安装的是球墨铸铁管或镀锌

管，不止是搬运，连管子两头的螺纹

都是人工绞的，在绞纹的过程中需用

极大的力气才能完成，她做到了。 原

河西矿管局实施分表到户改造，

φ40

主管改造工程使用的全是铸铁管，需

要手工铰丝，

φ40

的口子一个丝口绞

下来对男同志来说都不轻松，于是一

起施工的男同志便让杨芳一边歇着，

但她不服气，拿起绞丝把，咬着牙硬

是凭着一股狠劲，一口气按标准要求

完成了

5

个绞丝，惊得当时在边上围

观的老百姓目瞪口呆。 从此后，男同

事对她都另眼相看。

“ 杨芳虽然是个女同志，但她特

别能吃苦， 有一年城区下了两场大

雪，许多水表被冻坏，为了尽快恢复

用水，她与男同事一起，冒着严寒抢

修在一线，她的劳模精神很值得我们

学习。 ”在采访中，与杨芳同事

20

多

年的张宏华告诉记者。

据张宏华介绍 ，

2004

年春节期

间，城区下了两场大雪，受天气影响，

城区水表大面积爆裂，市民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 公司报修电话声此起彼

伏。 险情就是命令！ 已是用水管理所

负责人的杨芳，立即组织全体工人进

行抢修，当时她的孩子还很小，为了

抢修，只好将孩子交给父母亲。 在抢

修期间， 杨芳每天早上

6

点就到公

司， 清点准备当天抢修所需材料，然

后组织同事分别到各抢修现场，冒着

严寒拆表、校表、装表、拆换水管，每

天都要抢修到深更半夜。在抢修过程

中，她的身上经常被自来水管的回水

淋湿， 而且手冻得很难使上力气，但

她从不叫苦和累。一个领头人就是一

面旗帜，在她的影响下，同事们也发

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实现他们的

共同目标，那就是让受灾户早点用上

自来水。 经过连续几天的抢修，老城

区恢复了供水。

2012

年杨芳被公司调到客服

部，负责城南片区工作。 该片区有

1

万多户居民和银鹿园区用水服务，承

担着该片区开户、抄表、收费、充值及

热线服务等工作。万村泉食品有限公

司是德兴市工业园区一家重点企业，

主要做鳗鱼加工出口贸易。

2020

年

4

月

28

日中午

12

时，刚端起碗吃饭的

杨芳突然接到鳗鱼场生产车间主任

打来的电话， 说有

15

万余公斤鳗鱼

在加工过程中，因管网施工问题导致

突然停水，因此紧急求助。 接到电话

后，杨芳来不及吃饭，立即向公司报

告。 公司紧急协调供水，并在最短的

时间里，使鳗鱼厂恢复用水，为该公

司避免了重大损失的发生。

在城南客服部服务窗口显眼的

服务热线上，留有杨芳的电话号码，

只要接到热线电话， 她都会在第一

时间带领同事赶到现场。 她告诉记

者 ，服务只有起点 ，满意没有终点 。

参加工作几十年来， 她就是践行这

句服务宗旨在默默耕耘着。 自从参

加工作以来， 她曾多次被评为公司

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荣获江西

省水利投资集团“ 优秀共产党员”、

全省“ 优秀共产党员 ”和“ 江西省劳

动模范”光荣称号。

(

邵德初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从业

20

年以来， 国网上饶供电公司输电带电

班班长胡军， 一直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地扑在输电

一线。 数不清的带电作业解决了高压输电线路的隐

患和缺陷， 也守护了上饶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 作

为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国网电力人 ， 胡军在工作

中， 始终秉承“ 你用电， 我用心” 的服务诺言。 近

日， 他被评为“ 敬业奉献” 类“ 市道德模范” 光荣

称号。

2019

年

7

月， 正值上饶夏季用电高峰期， 骄阳

似火、 酷热难耐， 一条承担上饶市区大量用电负荷

的

220

千伏输电线路发生险情。 为减少主网停电次

数保障供电可靠性，

7

月

23

日至

25

日， 国网上饶

供电公司采用带电作业的方式， 为

220

千伏流源

I

线弋阳县龟峰景区附近的

34

、

35

号杆塔加装避雷

器。 在接近

40

摄氏度的作业点， 胡军穿着厚厚的屏

蔽服， 平均每天作业

5

个小时， 每天衣服拧出的汗

水都接近半斤。

2019

年

8

月

1

日， 胡军接到一个任务， 到位于

弋阳县境内的

110

千伏峰陈线

132

号杆， 更换整串

被雷击坏的绝缘子， 如果不及时修好， 海螺水泥厂

以及方圆几百里都有跳闸的可能。

132

号杆位于海

拔

1000

多米高的山上， 上山几乎没有路， 放眼望去

就是一片密林， 到处都有长满硬刺的荆棘。 爬了

1

个多小时的山路， 胡军和同事们终于到达了杆下，

而此时， 他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胡军和同事们却来

不及休息， 立即为上杆前做好准备。 经过

6

个小时

的带电作业， 损坏的设备终于安装完毕， 下杆的时

候已经是下午

2

时半， 从抢修开始到结束， 胡军除

了喝水， 再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这样的工作对胡

军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

如今， 随着电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需要进行带

电作业的情况有所减少， 但是胡军仍然冲在供电一

线。

2020

年

7

月， 鄱阳县连续多日暴雨， 遭受严重

洪涝灾害， 供电设备被洪水损坏， 导致县城多地停

电。 胡军主动请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夜以继

日地抢修， 为灾区抗洪保电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2021

年

11

月， 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上饶。 期间， 胡

军主动申请值班， 每天外出巡视线路， 因为他知道

越是疫情严峻的时刻， 越要保证可靠的供电， 最终

经过

20

余天的连续奋战， 保证了疫情期间高压输电

线路“ 零跳闸、 零停运”。

胡军先后被评为“ 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劳动模

范”、 “ 江西省劳动模范” 光荣称号。 每当别人谈及

自己所获得的荣誉， 胡军总是说： “ 这些荣誉不止

是我个人的， 更是属于我所在的集体。” 现在的胡

军， 仍然活跃在供电一线， 书写着属于他的故事。

(

李角象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自古以来， 我国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 如

今， 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孝老爱亲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当代优秀青少年所

应该具备的品质。 在横峰县莲荷中心小学六

（

1

） 班有这样一位人人称赞的好学生———张瑾

妍。 有人夸她助人为乐， 热心帮助每一个有困

难的同学； 有人夸她文明有礼， 见到老师同学

和家长， 总是热情打招呼； 也有人夸她品学兼

优， 上课认真听讲， 积极回答问题， 学习成绩

优异； 更多的人则夸她孝亲敬老， 拥有一颗珍

珠般的美好心灵。 近日， 她被评为

2022

年度

上饶市“ 新时代好少年” 光荣称号。

父母的悉心教导和老师的言传身教让她

深刻明白了家庭的幸福与家人的可贵 ， 也塑

造了她的孝老爱亲的良好品质。 平时她的爸

爸和妈妈为了养家糊口，工作很忙，每天都早

出晚归， 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爷爷奶奶在照

顾她。 懂事的她从没抱怨过爸爸妈妈，而是主

动替年迈的爷爷奶奶分担家务，准备饭菜，收

拾餐桌 ，刷碗洗筷 ，打扫院子 ，这些都已成为

张瑾妍的日常。 甚至为了让腿脚不便的爷爷

奶奶多休息，她会选择独自去学校。 爷爷痛风

发作时， 她就陪在他身边， 讲笑话逗爷爷开

心 ，给爷爷端茶递水 ，监督爷爷按时吃药 ，把

大人们的照顾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只希望爷

爷能快点康复。

张瑾妍时刻惦记着家人 ， 喜悦与收获总

是第一时间与他们分享。 每次和同伴一起外

出玩耍， 在品尝到美食的时候， 别的小伙伴

总是痛快地吃着， 议论着美食， 而她却总是

小心翼翼地把一部分收起来， 因为她想要带

回家给家人品尝， 与他们分享手中的美味和

心中的喜悦 。 她的做法感染了班里的同学 ，

大家也纷纷将美食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 。

孝亲美德在全班同学中得到传承、 发扬 。 逢

年过节， 或者家里有人过生日， 她都会用心

准备礼物， 自制贺卡或者手工小礼品 ， 给家

人送上自己最美好的祝福。

古人云 ： 夫孝 ， 德之本也 。 自古以来 ，

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 倡导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每次邻居老奶奶

想要张瑾妍帮忙跑腿买东西时， 她都乐于帮

忙， 按着邻居奶奶的交代完成任务， 从不埋

怨， 也不求回报。 在遇到陌生的爷爷奶奶需

要帮助时， 她也会力所能及提供帮助 ， 因为

她始终把敬老视为自己的责任。

“ 香九龄， 能温席； 孝于亲， 所当执。 张

瑾妍懂得家中长辈的劳苦， 时时刻刻以孝为

先。” 在新时代的浪潮下， 她将继续发扬孝亲

敬老传统美德， 并以积极乐观、 进取拼搏的精

神激励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好少年。

（ 邓心悦 本报记者杨小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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