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溺水宣传员在开展义务巡逻

对于年过半百的韩洪峰来说， 他已不再年

轻， 但脚下的这片土地对他来说却是那么的亲

切。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去上海一家公司担任主

管的高薪诱惑， 而是选择坚守在这片生他养他

的乡村阵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带领乡亲致富，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着乡村面貌。 韩洪峰是

鄱阳县四十里街镇徐步村党支部书记， 他信守

承诺，不忘初心，一心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近

日，他获评诚实守信类“ 江西好人”。

坚持诚信待人

尽心尽力为村民办实事

多年来，他一直用诚信来面对每一个同事、

每一位村民。 尽心尽力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尽管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在平凡的

事迹中却透着点点感动， 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他积极主动，答应别

人的事情都努力做到，看到谁需要帮忙，就主动

去帮忙。 工作时与同事诚信交往，做到“ 四个互

相四个不”，即：互相支持不争利，互相信任不怀

疑，互相尊重不挖苦，互相配合不推诿。 正是因

为高度的彼此信任， 他们之间的工作总是十分

默契，合作起来是那么愉快。和他共过事的人对

他评价都很高，因为这个人信得过，靠得住。

在村民的眼中， 韩洪峰是个热心肠的人。

2020

年以来，防疫抗疫他始终冲在第一线。 他

说：“ 咱们没有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唯一可以

做的就是守好关卡，阻断疫情传播。”

2020

年年

初，韩洪峰不眠不休，整整历时

53

天，没有离

开过那顶防疫帐篷， 面对来往进出的车辆、村

民，他都认真仔细地测量体温，登记信息。 年仅

8

岁的小女儿经常给他打电话，叫他回家团聚，

但他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承诺和责任，直至

卡点撤离才回家。

2021

年新冠疫苗问世后，他

又开始村前村后地忙活着 ，老人 、小孩 、妇女

……这些都要大力宣传，让他们知道党和国家

的利民政策，主动去接种疫苗。 在卫生院，经常

可以看见韩洪峰的车子来来回回地接送村民，

家人为此和他起争执，其他人也嘲笑他工资连

油费都不够，但他自己却乐此不疲地干着。 因

为从他担任支部书记那刻起，他就把为人民服

务作为自己的郑重承诺。

履行任职承诺

带领村民致富振兴乡村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是村民对他信任的源

泉。 多年来，韩洪峰始终把诚信作为人生的基本

准则，凭着诚实稳重、果敢坚毅的品格带领村民

艰苦创业。 自任职以来，他信守承诺，不忘初心，

一心为民办实事，解难题。针对村内路难行，环境

差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实际困难， 他带领村民，

积极谋划， 多方举措实施了村级公路提升改造，

农业灌溉站建设， 文化中心大楼建设。 还筹资

200

多万元，对村内环境实施了综合整治。 经过

综合整治，如今村民出行方便，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他也切实做到了初心不

改，履行了竞选时许下的“ 解民困、办实事”承诺。

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对于

韩洪峰来说，这是他的家乡，也是他一辈子

为之骄傲奋斗的地方。 当初他曾郑重许下

诺言：“ 一定要帮助乡亲们拔掉穷根。”在他

的带领下，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街

道宽阔，环境整洁，村民人均收入从

3400

多元提高到

1

万多元。 如今看着村集体经

济一步步变好，乡风民风焕然一新，他的心中愈

发踏实、温暖。

坚守诚信做事

他是村民眼中的好支书

多年来，韩洪峰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村民

蒋红莲一家便是见证者。 在得知蒋红莲一家遭

遇突发灾难时，韩洪峰第一时间赶到蒋红莲家，

全面了解她家实际情况， 并当场承诺一定带头

募捐筹资，帮她渡过难关。当时蒋红莲只当他随

口说的安慰话，哪知韩洪峰走后，立马带头捐款

并积极动员村民捐款， 时隔不久就将

3

万多元

爱心捐款送到了蒋红莲手中。他履行了诺言，解

决了村民实际困难，时至今日，蒋红莲一家逢人

便说，韩支书真是一个好人，一个好支书。 除了

蒋红莲，每当问到村民张微星、韩迟星、韩美莲

等人时，他们又何尝不是对韩洪峰感念于心。

韩洪峰是村民眼中一个爱管“ 闲事”的人，

村里有个什么事需要帮忙， 或者谁家操办红白

事他都会去帮忙；他也是村民眼中的“ 铁公鸡”，

自己的日常支出能省即省， 平常穿着也很随意

普通，但捐款捐物永远首当其冲。 王蒙曾说：真

正的大德都是救人于不知，助人于不觉。

村民谈起韩洪峰时都会竖起大拇指， 并满

脸笑容地说：“ 我们选对了人， 他确实是一个信

守承诺，办事公道实在，老百姓身边的好人。 ”

他更是一个好的基层党务工作者， 他用自

己的一言一行， 切实践行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的风采。是的，他坚持以一颗诚信的心来面对自

己的事业，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诚实守信。

(

胡一娟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本报讯 徐光标 记者杨小军报道：“ 真是太感

谢你们啦， 不用回贵州也能让我办好身份证和落

户，让我省了时间，也不用花路费，太谢谢啦！ ”

7

月

6

日，在广丰区公安局户政大厅，王某如愿拿到

了期待多年的身份证后激动地说。

原来，贵州籍女子王某在十几年前嫁至广丰排山

镇后，因家里不支持其婚姻等原因，导致其至今未能

办理身份证和结婚证。排山派出所民警了解到该情况

后，立即与户政科进行沟通，因该业务存在没有结婚

证而无法办理户口迁移的实际困难，民警又与民政局

沟通，由民政局为其先办理结婚证，户政科则开通绿

色通道，同时办理准迁证。通过跨省通办机制，广丰区

公安局在

2

个小时内，依法依规为王某成功办理了户

口迁移、落户、身份证等

4

套户籍业务，切实解决了其

积压多年的困难， 并为其省下往返贵州

2000

多公里

路的开销，得到了当事人与群众一致的好评。

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

“江西好人”韩洪峰

：

放弃高薪 勇当乡村振兴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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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对饶城一条道路

安装一一灯

民警一小时贴心服务

让居民少跑一一多公里路

志愿者给一岁孤寡老人庆生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1300 名老人组成 154 支巡逻队 筑牢防溺水“安全堤”

老人一一元现金不翼而飞

原来是外孙女拿走了

本报讯 郑敏 记者杨小军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城

市照明效果，让市民夜间出行更便捷、更有安全感，

近期， 市城管局对城区行政中心片区道路的路灯进

行了

LED

改造， 彻底解决路灯设施因运行时间久，

灯具老化、能耗高、照明质量差、照度不达标等问题。

在广信大道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几名工作人员

在对新安装的三火中杆投光灯进行试装。 据悉，此次

行政中心片区路灯

LED

改造涉及

18

条道路，主要是

将运行年限长、亮度低的高压钠灯更换为

LED

灯，并

在红绿灯路口增加照明度，加装三火中杆投光灯。

据了解，

LED

灯具与高压钠灯相比，具有发光

效率高、能耗低、使用时间长、稳定性好等优点。截

至目前，市城管局已改造更换了锦绣路、广平街、

广信大道、鄱阳路、吉阳路、聚源路、余干路、创业

路、婺源路等

10

余条道路路灯，并及时对损坏的

绿化带进行复绿。

据统计，此次改造在十字路口新增

44

组三火

中杆

LED

灯，补缺单杆单臂路灯

9

盏，替换原有

钠灯灯具约

1800

余盏。目前，改造工作仍在继续。

改造完成后， 不仅可以节约

60%

以上用电能耗，

还提高了照明质量和灯光感官舒适度。

本报讯 邵德初 记者杨小军报道：

7

月

10

日

一大早， 德兴市红十字曜阳志愿服务队队长张希

睿就去菜场备好了最新鲜的饺子食材， 然后带领

几位志愿者准备给新营街道

84

岁的孤寡老人舒

礼晴过上一个特别的生日。

据了解，舒礼晴老人一生没有成家，无儿无女，是

一位五保户。然而志愿者们赶到舒大爷家时，发现铁将

军把门，舒大爷不在家。 志愿者便放下手中的食材，开

始为舒大爷清理院中的杂草。没过多久，舒大爷步履蹒

跚地回来了，志愿者立即上前搀扶老人，回到家中。

老人说他弟弟家比较宽敞， 可以容纳更多的

人，老人便邀请志愿者带着食材去他的弟弟家包饺

子。 在老人的弟弟家，志愿者们立即忙碌起来，洗菜

的、和面的、切菜的、配料的、擀皮的，大家分工协作，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努力， 热气腾腾的水饺上桌了。

大家随即围坐在一起，为老人唱起生日歌。

活动结束离开时， 老人依依不舍地拉着志愿

者的手道别，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有空会常来看

他，陪他聊聊家常。

志愿者给老人吃饺子

本报讯 江国华 记者杨小军报道：

7

月

6

日，

婺源县公安局浙源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查某报

警，称放在家中的

4000

元现金被盗。

接报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现场勘查，

未发现有明显撬门窗、翻动等作案痕迹。 经过走访询

问，民警得知近期查某的外孙女吴某（

12

岁）邀了几个

同学一起来家中玩耍。民警还了解到查某的现金是放

在房间内一个箱子底下， 综合分析可能是内部“ 作

案”。 在询问中，吴某开始并不承认是自己“ 偷”了钱，

还意图把民警的视线转移到其同学身上。经过民警耐

心细致开导，说情说理说法，最终吴某承认是自己拿

走了外婆的

4000

元现金，并与同学一起消费完了。

在工作中， 民警了解到吴某的母亲早已去世，其

父亲在外长期不回来，从小一直都是跟着外公外婆生

活。考虑到其家庭实际困难，民警积极联系了与吴某一

起消费的学生家长，说明了事情经过，取得了家长们的

理解， 主动退回了相关费用， 最终为查某挽回损失

2000

余元。接过民警递过来的钱，查某连连表示感谢。

“ 天气炎热，青少年溺水事故时有发生，请

加强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珍爱生命，远离危险

水域……”每当经过村庄和重点水域时，德兴市

李宅乡防溺水义务巡逻员杨水良携带的喊话器

就会循环播放防溺水宣传知识。 据悉， 在德兴

市，像杨水良一样每天顶着烈日，在一线参加防

溺水的义务巡逻员就有

1300

多人，他们用行动

守护着青少年安全。

7

月

2

日

16

时，德兴市李宅乡中心小学结

束期末考试，学生在老师的引领下鱼贯而出。守

候在校门外的防溺水巡逻宣传队开始忙了起

来，他们佩戴红袖套、手拿铜锣或口含哨子，一

边展开防溺水宣传，一边安全护送学生回家。据

悉， 这只是德兴市防溺水义务巡逻队开展工作

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为有效防止青少年溺水事件发生，德

兴市坚持“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

则，在防溺水工作中全方位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

边的防溺水“ 安全堤”。“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对

的最大安全隐患之一就是溺水。”德兴市关工委主

任余忠来表示。德兴市境内拥有山塘水库数百座，

还有乐安河、洎水河、李宅水等河流。

2016

年，余

忠来发起成立了以老干部、老教师、老模范等“ 五

老”人员为主要力量的防溺水巡逻宣传队。 如今，

参加防溺水巡逻宣传队的“ 五老” 人员已经有

1300

多人，共组成了

154

支防溺水义务宣传巡逻

队，每天利用吹哨子、放广播等形式，或步行，或骑

电动车，分组、分地段在河边、山塘、水库等地段不

间断开展巡逻，及时劝阻青少年下水游泳，形成了

一整套的网格化管理模式。

每年

7

月到

9

月，是巡逻队最忙碌的时候。据

德兴市关工委副主任胡强介绍， 巡逻队虽然是义

务的，但是有着严格的排班和报告制度。

154

支巡

逻队分段分组巡逻时，市

(

县

)

、乡

(

镇

)

两级关工委工

作人员要值班，并利用微信工作群实时交流情况。

每天晚上， 由值班人员通报各级关工委当天防溺

水情况，做到有事必报，无事报平安。

据了解，为加大宣传力度，筑牢“ 防”线，由德

兴市关工委牵头， 在重要水域显眼处， 先后设置

了

3000

余块防溺水温馨警示牌； 德兴市教体局

还出台了一系列防溺水工作的指导文件， 并制定

了详细计划及实施方案。 另外， 德兴市教体系统

组织开展了“ 七个一” 防溺水专题活动， 即上一

堂防溺水专题课， 组织一次强有力的警示教育，

召开一次防溺水专题家长会， 建立一个同学之间

互相提醒机制， 组织一次水域安全隐患大排查，

发动一次施救设施配备活动， 举办一期自救施救

技能培训。

此外，德兴市还开展了“ 万师访万家”家庭

活动，组织老师入户宣传防溺水安全教育，发放

致家长的一封信，签订防溺水承诺书，切实增强

家长安全意识和监护人责任意识， 提醒学生家

长履行好监护职责，孩子外出要“ 知去向、知同

伴、知内容、知归时”。 各村居充分发挥“ 党建

＋

成长乐园”的功能，大力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各公安派出所在学校开展了防溺水知识宣传活

动，并在重要水域设置了安全救援箱，备有救生

圈、救生绳、救生杆等救援材料。

据了解， 今年德兴市防溺水巡逻工作较往

年提前了一个月， 于

5

月

1

日启动， 并延期一

个月即到

10

月

1

日结束。

（ 邵德初 詹求昊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今年

76

岁的陈梨花是一位退休社区书记， 她看上去

满头白发， 但脸色红润， 身体健康。 她

23

岁入党，

25

岁

时担任弋阳县弋江镇西街社区书记。 她以社区为家， 关爱

左邻右舍， 大家都亲切地叫她“ 梨花婶婶”。 退休后， 她

继续发挥余热， 热心公益事业， 成了社区居民心中的“ 梨

花奶奶”。

小到东家长、 李家短， 大到社区环境、 创文创卫、 疫

情防控， 总能看到陈梨花的身影。 一直以来， 陈梨花用朴

实的爱， 甘于奉献， 影响着小区的居民。

“ 没有工资 ， 有的是一股热心 。” 说起参加社区服

务的初心 ， 陈梨花自豪地说 ， 她

18

岁时来到西街社区

工作 ， 带领社区居民一起打扫卫生 ， 支援农民收割稻

子、 运送化肥， 当时家人不是很理解她。 功夫不负有心

人， 陈梨花的热心奉献， 被当时社区书记方成香和党组

织看在眼里 。 经过组织培养 ， 陈梨花

25

岁时开始担任

西街社区书记。 “ 社区实行片区组长管理， 建立‘ 一天

一小扫 、 一星期一大扫 ’ 制度 ， 开展卫生清扫活动 。”

陈梨花说， 经过她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 西街社区被

评为全省卫生先进居委会。 另外， 针对社区待业青年多

的情况 ， 她办起了印刷厂 ， 解决了

10

多名青年的就业

问题。

据介绍， 陈梨花心系邻里， 热心社区公益。 该社区

有一户家庭因父母出意外不在了， 留下了一对儿女。 小

孩的姑姑把他们带回家抚养， 陈梨花经常带领社区工作

人员给小孩送去米、 油、 被子等生活物资， 帮助他们解

决困难。

陈梨花

50

岁退休时 ， 在当时社区书记王谋才的挽

留下 ， 她又继续在社区服务了

3

年 ， 协助社区书记工

作。 如今， “ 梨花奶奶” 已是古稀之年， 她的腿脚虽有

小毛病， 行动上略有不便， 但并不影响她对社区工作的

关心和热爱。 她积极向居民宣传党的政策， 向未成年人

宣传防溺水知识， 积极参加社区夕阳红先锋志愿服务队

和网格员服务。 平时， 陈梨花也会种些菜， 并把自己种

的菜送给左邻右舍 。 “ 社区群众有困难 ， ‘ 梨花奶奶 ’

知道后， 就会上门去走访， 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

难。” 社区居民杨易如是说。

“

2019

年社区成立了夕阳红先锋志愿服务队， 目前已

有队员

11

人， 他们定期清理社区里弄小巷的环境卫生，

宣传健康教育知识， 参加创建国家卫生县工作， ‘ 梨花奶

奶’ 总能随叫随到。” 西街社区书记蔡冬琴说， 陈梨花还

担任了社区网格员， 与退休党员淦国华合作分别包干一

组， 他们经常上户摸排住户信息、 排查外地返乡人员、 宣

传疫苗接种和防疫政策， 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淦国

华说： “‘ 梨花奶奶’ 负责的网格有

23

户

78

人， 她人际

关系好， 我们经常相互配合做工作， 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

买药、 买菜、 交水电费等。”

“ 只要身体好， 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陈梨花作为一

名老党员，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位居

民， 用公益情怀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

揭剑华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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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梨花（右一）疫情期间上户登记居民返乡情况

韩洪峰到村民家中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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