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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区统计局
帮助贫困户远赴上海就医
本报讯 贫困户郑杰彪是名患尿

毒症八年的重度患者。 近年来，在信
州区统计局的精心帮扶下，按照信州
区健康扶贫政策，他享受免费透析及
90%费用报销。 但长期透析治疗导致
他双上臂患上假性动脉瘤，随时可能
动脉瘤破裂危及生命。 帮扶干部及时
跟进详细了解病情与事情原委，第一
时间向区统计局主要领导汇报，挂点
帮扶单位主要领导迅速与村两委、第
一书记、多个医院等多方沟通协调，共
同需求解决方案。 最终区统计局与驻
村工作队商议决定派帮扶干部与村
主任一同带领贫困户郑杰彪远赴上
海长征医院就医，尽早开展手术脱离

危险。
区统计局精心组织安排专人护
送此次贫困户就医行动，有序开展网
上挂号预约、病情治疗咨询、车票预订
等一系列工作，于国庆长假后一天抵
达上海长征医院，经专家诊断说明情
况危急后，由帮扶干部协调安排办理
紧急入院手续，并组织带领贫困户进
行胸透、心电图、血压等多项手术前期
检查。由于病情严重，突发情况引发输
氧输血需求，帮扶干部即刻奔赴黄浦
区血液管理办公室进行非上海户籍血
液登记使用。 从早到晚，有条不紊，及
时有序，帮助贫困户郑杰彪完成系列
检查后，帮扶干部向他详细讲解了手

术前后注意事项， 同时积极联系其亲
属帮助照料。同时，与长征医院主治医
生、 护士长沟通协调给予更多帮助和
照顾，有情况与问题及时通知。
挂点帮扶单位的倾力帮扶，帮扶
干部的辛劳付出， 信州扶贫的各项政
策，让上海长征医院的医生倍感惊叹：
信州扶贫真心不容易！如此帮扶单位、
帮扶干部从未见过。 这也让贫困户郑
“
幸亏有国家
杰彪十分感激， 他常说：
的好政策，有区统计局的大力帮扶，有
扶贫干部的真心付出，谢谢他们。 ”而
这，既是贫困户的一份感恩情怀，更是
精准扶贫事业的一份沉重责任。
（谢利平）

3天400万阅读量，28万点赞

玉山这个扶贫交警成网红
本 报 讯 （余 水 荣 方 菲 菲 记者
王 涛）
“史上最破旧的一把椅子，最

认真的一个学生和最亲切的一名警
察……孩子是个孤儿， 警察是他的
帮扶人。 ”10月27日，网友@静默如
秋将随手拍的两张照片放入自己的
抖音， 令他没想到的是在网络上引
发强烈反响， 短短3天400多万的阅
读量、28万多的点赞，让江西玉山这
个扶贫警察瞬间成为了网红。
画面上一个男孩子正蹲在一张
破旧的椅子前认真写着作业， 身旁
也蹲着一位民警， 左手轻抚孩子后
背， 正轻声说着什么。 据画面上的
玉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吕荣富
介绍， 当时他来到扶贫对象小林子
寄住的农户家中， 看见孩子正在写
字，于是便轻轻蹲下身子。这一幕被
旁人无意中拍下放入抖音， 这个温
馨而又让人泪目的瞬间定格， 打动
了无数网友内心最柔软处， 短短3
天， 就达到400多万的阅读量、28万

多的点赞和3000多条留言。
网友@用户开心女留言道：“好
人平安。 中国就应该有更多这样的
民警。 ”@238179随缘说道：“好人会
有好报，传递人间正能量。”“为玉山
民警点赞。 ”网友@活在当下的留言
也纷纷被许多网友点赞。 网友在为
民警点赞的同时，对孩子的情况更是
高度关注，详细询问孩子的情况。 网
友@如意想给孩子寄张书桌， 网友@
梦有你而美希望寄些衣服给孩子。 网
友纷纷表达要资助孩子的善心，并鼓
励孩子好好学习，战胜困难，实现梦
想，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事后知道自己无意之中成为网
红的吕荣富在谈到孩子时唏嘘不
已。 原来，孩子姓林，是玉山县紫湖
镇紫湖村人，今年14岁，正读初一。
小林子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离
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与奶奶相依
为命。不幸的是，在他6岁时，疼爱他
的奶奶又因病离他而去， 幸亏当地

政府及其亲戚和四邻的接济，小林子
上了学并慢慢长大。 得知小林子遭遇
的吕荣富和同事与孩子结为帮扶对
象，多年来，从心理上关爱、物质上帮
助和精神上鼓励， 孩子健康成长，稚
嫩的脸上常洋溢着笑容，对未来充满
了自信。 目前，孩子家中房屋破旧，当
地政府正在帮其维修房子，暂时寄住
在一户村民家中，得到很好照顾。
“我们会一直帮扶下去，为他
的人生撑起一片蓝天， 直至孩子成
长成才， 让他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缺憾的
人生不会缺爱！ ”吕荣富坚定的话语
彰显着玉山公安交警扶困济危的铿
锵誓言。

推进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

楼上住户卫生间渗漏浸湿墙面
经协调妥善解决
本报讯 （万川莹 记者 王 调 翁）
11月7日下午，家住饶城五三大道的
徐阿姨来电反映， 她家楼上住户卫
生间自10月底就开始出现严重渗漏
现象， 将她家里两个房间的墙面都
浸湿了，不仅影响外观，还直接影响
家人日常生活起居。 她也先后至少5
次找到楼上住户， 想将渗漏问题彻
底解决好，均因意见不统一未果。
当日下午， 记者就徐阿姨反映
的问题来到信州 区 东 市 街 道 五 三
（2）社区咨询。 该社区党委书记周洁
告知，徐阿姨已经来到社区反映了，
社区正着手协调此事。 随后，记者与
社区一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徐阿姨
家仔细查看， 发现她家厨房与一间
卧室的墙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霉斑，
很显然是被污水浸湿了。 徐阿姨有
些无奈地对记者说， 其实今年国庆

节期间， 楼上的卫生间就已经出现
渗漏，但当时还不是很明显，她也不
好意思去找楼上的住户。 等到国庆
节后， 她才上楼与住户说明了具体
情况， 希望对方能够及时将渗漏问
题处理好。 谁知楼上的住户告知，要
她一起承担卫生 间 改 造 的 相 关 费
用，她觉得有点困惑。 为此，双方产
生分歧，并闹得很不愉快。
解铃还须系铃人。 记者与社区
工作人员找到楼上的住户朱阿姨核

实了解， 对方承认家里的卫生间的
确发生渗漏， 也准备叫人重新予以
装修。 不过对于具体装修费用，她想
叫楼下的住户为她分担一点却遭拒
绝，她认为楼下的住户很不讲理，所
以一直不叫人重新装修。 了解到实
际情况后， 记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分
别做她们这两户住户的思想工作。
最后， 楼上的住户朱阿姨愿意承担
整个装修费用。

德兴市市场物管向
“卫生文明经营户”颁奖
本报讯 11月6日上午，德兴市
市场物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为禾
底畈农贸市场2018年第三季度“卫
生文明经营户”发放奖品。
工作人员将精心准备的电子
秤、计算器、菜筐、菜篮、扫把、毛巾
等实用奖品一一递到卫生文明经
营户的手中，获奖商户脸上洋溢着
喜悦和自豪，这不仅是因为“卫生
文明经营户”的金字招牌能给他们
带来更多生意和客源，更让他们感
觉到大家的信任与肯定。 在禾底
畈农贸市场做了10多年生意的文
明经营户叶青春告诉笔者：“我会
用心呵护这份荣誉，尽最大努力让
大家购物舒心、吃得放心。 ”
市场物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提高经营户创卫的积极
性和参与度，进一步规范禾底畈农
贸市场经营秩序，根据市场实际情
况制定了经营户管理细则实行日
常考核扣分制度，同时在每个季度
结束评选“卫生文明经营户”，旨在
通过奖惩制度达到宣传、 教育、引
导的效果，使经营户树立卫生和文
明经营意识， 逐步养成良好习惯，
使市场的环境面貌进一步改观、管
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促进四城同创
工作进一步深化。
（徐丽华 邱志文）

男子从店里
抱走压力锅不付款
民警找上门
声称
“急用”不是
“偷”
本 报 讯（记者 洪 鹏）近日，饶
城一男子从他人店里抱走一个电
压力锅，将近20天没有付款，也没
有向店家作任何说明。当信州公安
找上门时，他居然声称只是先抱走
“急用”，不是“偷”。
10月15日晚上7时， 信州公安
东市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有一
中年男子在其电器店内趁店员不
注意时偷走一个电压力锅。 接报
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详情展
开侦查。 经过分析研判和追查，于
11月5日将盗窃电压力锅的嫌疑人
郑某（50岁）抓获。
面对民警的询问，郑某声称其
在案发前一天（10月14日），去该店
买洗衣机的时候，看中了这款电压
力锅， 并和店老板商谈好了价格，
但因当时钱没带够暂时没买。 第二
天上午，他再次来到这家店，恰逢老
板不在店里，等了半个多小时，老板
还没回来， 于是便把电压力锅抱回
家先用了。 后来因为其他原因耽误
了，就一直没有去店里付款结账。
从案发到被抓，将近20天的时
间里， 郑某没有想过要去付款，更
没有告知老板一声。 最终，在民警
调查后，郑某因涉嫌盗窃受到了行
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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