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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冒高温送清凉 完美义工服务忙
本报完美义工上门免费清洗空调感动饶城居民
近日， 饶城出现了这样一群人，
他们战高温斗酷暑，只为能给更多市
民免费清洗空调。 在这个酷热夏季，
给饶城居民带来了一股
“
清凉风”、
“
健
康风”。 这群人就是本报和完美公司
组织的义工们。 记者 洪鹏 文/图

新建路的破烂灯箱
什么时候能拆除？

他们顶高温冒酷暑
践行志愿精神上门服务

本报“完美义工进万家”活动自
启动以来， 受到了饶城市民的广泛
关注及好评， 各个定点服务小区的
免费清洗空调名额都迅速报满，义
工上门清洗工作也在有序开展。 7月
29日上午10点左右， 记者在饶城月
泉花城小区看到， 义工虞路根等人
正在该小区内上门为住户提供清洗
空调服务。
“早上8点钟就开始清洗了，已
经清洗好了3台了，现在去第四家。 ”
虞路根告诉记者， 他们有10名义工
定点在月泉花城小区服务， 昨天也
是8点钟开始， 直到晚上9点钟才结
束，昨天已经清洗了12台。 义工们都
事先和登记居民约好时间， 在居民
约定的方便的时间， 上门为他们服
务。“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路上找住
户的地址或与住户沟通， 东户窜西
户，平均清洗一台空调要花费1个小
时的时间。 ”虞路根说，
“想做好义工
服务并不容易， 有时候居民上班去
了，家里没人，联系好时间后还得等
待。 ”
当日上午10点10分许， 经过短
暂的等待， 月泉花城小区业主方兰
女士赶回家中将义工迎进家门。 虞
路根等人迅速开展工作， 先将空调
拆开，过滤网、外壳等分开清洗，用
抹布小心擦拭内机， 最后喷上泡沫
洗涤剂，等待10多分钟，将空调装好

调试。 经过义工们40多分钟的清理，
方兰女士家里的空调焕然一新，开
启空调后， 吹出的风还带有一股清
香味。 清洗完毕后，虞路根等人没有
休息，迅速开始联系下一家，准备清
洗下一台空调。 看着连水都没喝一
口就离开的义工， 方兰女士告诉记
者，完美义工的服务真是让人感动，
他们清洗空调非常专业， 清洗得非
常彻底。 中午11点多，在月泉花城小
区业主鲁桂花家里， 义工们清洗好
空调后， 鲁桂花邀请几名义工留在
家里吃饭，但义工们婉言谢绝。 在离
开鲁桂花家后， 虞路根等人就开始
订快餐，准备经过短暂的休息后，继
续在下午开展服务。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义工

义工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中
有不少是经商的老板， 还有的是正
在创业的青年，虽然年龄各异，但为
了做好义工服务， 都暂时放下了自
己的生意、手头的工作，专心投入到
义工服务当中。 虞路根今年32岁，是
一家店的老板，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

参加本报完美义工活动。 在日常生
活中，虞路根也非常热心公益，他曾
连续两年参加“爱心送考”等活动。
他告诉记者， 以前他也受到过别人
的帮助， 现在自己想通过参加公益
活动，把爱心传递下去。
罗贤太，今年35岁，刚回到饶城
准备创业。“前几天听一个朋友提到
完美义工的事情， 我想过来锻炼下
自己，就报名参加了完美义工。 ”罗
贤太告诉记者， 他以前都在浙江工
作，近期才回到上饶，目前租住在上
饶县城，准备创业。 据了解，近期为
了做好义工服务，罗贤太都是早上7
点多就出门了， 并且将创业的事情
都暂时放下。
杨良林，今年42岁，是一家超市
的老板。 为了做好义工服务，杨良林
放下了自己的生意。 他告诉记者，帮
助别人，能够让自己快乐。
近几天时值37—39℃的高温天
气，闷热难当，本报完美义工们没有
畏难情绪，大家相互协作。 这支专业
的队伍，用专业的技术、专业的产品
及实际行动来为饶城居民提供专业
的服务，传递着正能量。

经开区一男子被撞身亡 肇事司机逃逸
本 报 讯 （记者 程 晖）7月28日下
午1时20分左右， 上饶经开区上三路
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 一名男子被
一辆小轿车撞飞并当场死亡，而肇事
司机则驾车快速逃离现场。
据一名目击者董团村民介绍，死
者当时正在上三路上骑行，突然一辆
黑色轿车快速驶来直接撞上死者。 因
为肇事车的速度非常快，死者被撞飞
了很长一段距离。 这辆黑色轿车在撞

人后，没有丝毫的减速意思，迅速逃
离了现场。 因为速度太快，目击者并
未看清车牌。
上饶经开区交警大队接到报案
后，立即赶赴上三路并封锁了事故现
场。 据该大队事故科民警介绍，事故
现场有明显的车胎痕迹和碎片，目前
肇事车辆还未找到，办案民警正在积
极查案中。

事发现场

刨刀误切手指 男子肌腱断裂
经手术，保住两根手指
本报讯 7月16日上午，家住弋阳
县的熊师傅（化名）在做工时被刨刀
误切到了右手的手指， 导致两根手
指肌腱断裂。 上饶五院为其开通了
绿色通道，经过紧急手术后，熊师傅
的两根手指得以保住。
据了解，熊师傅今年37岁，从事
木工活多年，手艺不错，从没发生过大
事故。当天上午，他和另外两名工友一

起在一户人家中装修， 他负责用刨刀
刨木板， 一不留神， 手中的刨刀刨偏
了，顺势切到了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
手指被切后， 熊师傅的右手一下子麻
了，血顺伤口涌了出来。在工友的帮助
下，熊师傅急忙前往医院。
由于伤势严重，在当地医院进行
了简单包扎之后， 熊师傅被救护车送
到了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 经检

查， 熊师傅右手中指和无名指的肌腱
断裂。 其中，无名指情况较好，只伤到
了肌肉，但中指伤到了关节，医院立即
开通了绿色通道， 马上将熊师傅送到
手术室。随后，医生为他的手指进行止
血，并做了肌腱吻合术。
经过紧急手术， 熊师傅的两根
手指都保住了，目前仍在医院观察。
（李洁 记者 吴淑兰）

本 报 讯（记者 夏 内 信 摄影报
道）7月28日上午， 在市区新建路
开店的潘女士指着该路段的破烂
灯箱说：“这个灯箱破烂不堪，多
危险！这里过往的行人又多，如果
灯箱掉下来砸到人， 后果不堪设
想。”潘女士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早
日将这个灯箱拆除。

上饶县就业局帮助
1328名下岗人员再就业
本 报 讯（邓 光 标 纪 红 英 记者
王 涛）7月29日， 记者从上饶县就

业局获悉， 该县就业局灵活用好
就业政策， 帮助困难群体解决技
能问题、就业问题，帮助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1328人， 困难群体就
业 362 人 ，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数 的
117%。
今年以来， 为使援助对象都
能够了解到具体援助内容和相关
政策， 上饶县就业局充分利用电
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加大对就业
援助政策的宣传力度， 营造全社
会共同关注困难群体就业的良好
氛围。 印制各类政策宣传单12000
余份，发放到就业困难人员手中。
据介绍， 该县加强就业观念
引导，对自主创业的，及时提供小
额担保贷款、免费创业培训等政策
扶持；对有就业愿望的就业困难人
员，实行
“
一对一”就业指导和就业
服务，使每一位未就业的援助对象
得到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两次职业
介绍服务，对一时未就业的登记造
册， 有适合岗位后优先推荐就业。
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通过岗位补
贴等措施鼓励企业吸纳困难群体
就业。 今年以来，有89名就业困难
人员享受公益性岗位政策，发放补
贴5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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