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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

学习

用 爱 心 挑 起 重 担
——记首届景德镇市文明家庭刘绍民家庭

本报记者 甘牧

普查

培训

文明家庭
新风拂面

戴来贵，男，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珠山区
国税局局长。

他是税务管理的“行家里手”、攻坚克难的
“领军人才”，获评江西省先进工作者和国家税务总
局先进工作者。二十年风雨聚财，二十年执着坚
守，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他恪尽职守、赤诚丹心，
用敬业奉献谱写了一曲平凡国税人之歌。他凭刻苦
钻研填补了全市国税系统硕士研究生的空白，成功
入选全国税务领军人才；他凭实干担当啃下了一块
又一块税收改革的“硬骨头”，创造了税收三年翻
三番的奇迹；他用敬业奉献诠释了对税收事业的热
爱，每天吃最后一份食堂饭菜，每晚最后一个走出
单位大门；他心系群众，热心公益，默默付出，舍
小家为大家，用点滴奉献成就对社会和事业的大
爱。

2017年，戴来贵荣获景德镇市道德模范。

蒋宇，女，1971年出生，浮梁公路分局生产办
副主任、工程师。

多年来，蒋宇在出色完成单位本职工作的同
时，用真情悉心孝敬父母、公婆，帮老人排忧解
难，为年迈的老人撑起一片睛朗的天。2005年，她
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一
天要帮老人换洗四五次床垫，倒屎倒尿、调整睡
姿、翻身、擦洗、喂药、喂饭，她从不嫌弃、从没
怨言。怕父亲在家闷，她时常和母亲一起用轮椅推
着父亲到人民公园散心。在她的精心照料下，76岁
的父亲终于可以自己吃饭、上厕所了。她还经常去
看望公婆，每次都把调好的洗脚水端到老人跟前，
从膝盖到脚趾一遍遍的按摩，一次次地擦洗。婆婆
逢人就夸：“我这个儿媳妇，不是女儿胜似女儿！”

2017年，蒋宇入选江西好人，荣获景德镇市道
德模范。

昌江区供电公司

利剑出鞘擒“电鼠”

本报讯（许志雄 邵宇 记者 吴立群 文/图）昌江区供电分公司着力打
击窃电行为，将保护电力设施和反窃电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进
一步规范供用电秩序，净化用电市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供
用电环境。9月4日晚，该公司营销部、三河片区台区责任人在分管营销副
经理的带领下，对三河新村和老村等高损台区开展了一次大范围拉网式的
反窃电专项突击检查。

该公司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反窃电专项行动方案，
明确分工、强化责任，通过线损分析、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等技术平台，采
取重点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方式，进行反窃电专项行动。在当晚的反窃
电大行动中，反窃电稽查人员兵分两路，按照拟定检查的路线，对一些可
疑用电户进行了重点检查，共擒获 “电耗子”7名，有力打击了该片区窃
电户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正常的用电秩序和良好的用电环境。

9月7日，景德镇日报社驻村工作队和浮梁县蛟潭镇石鼓村两委干部一
起到磨港小学走访慰问，为这里的学生带去了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鼓
励学生们好好学习，努力进步。同时也慰问了这里的老师，祝他们教师节
快乐！图为驻村工作队和蛟潭镇石鼓村两委干部与老师学生合影。

（余朝华 刘文辉 摄）

慰问乡村师生
本报讯（周慧敏 记者 查艳 文/图）近日，景德镇水务公司供水热线

接市民电话，反映陶阳南路湖田桥头路面渗水，热线工作人员马上通知管
网分公司。

抢修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刻做好安全围挡措施，组织探漏人员精确定位
漏点范围，同时调来大型挖机并准备抢修材料。经初步判断，可能是距离
地面3米深的DN800主管漏水，考虑到维修大型管道时间较长，该公司紧
急发布停水信息，提醒沿线居民做好停水准备。挖机连续工作，于次日凌
晨1点钟发现漏点，确定是DN800钢板管接头漏水，抢修人员在工作坑里
抢修两个多小时，凌晨3点完成抢修，回填余土后及时恢复了供水。

本报讯 （黄云强 记者 甘牧）近日，昌江
公安分局昌南派出所民警通过努力，帮助一位
走失的男孩找到了父母。

当天晚上8点左右，该所民警陈凯、吴焓带
领巡防员在西河湾进行巡逻时，接到一位热心
群众报警求助，称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
沿着紫晶路一直走，疑似与父母走失。

民警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力量展开地毯
式搜查。经过搜索，他们终于在紫晶路桥头处
找到了那位小男孩，并上前与其交谈，想了解
有用信息。然而小孩受到惊吓，一直闭口不
言，给找寻带来了难度。想到小孩的父母肯定
很着急，民警在通过互联网、微信等途径扩散
消息范围的同时还借助其他多种方式查找孩子
的父母。经过多方努力，民警终于在当晚10点
左右得到线索，经过核实确认孩子父母身份，
将小孩亲自送到了父母的手上。

民警也在此提醒市民，希望广大家长要教
育孩子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如何求助。

本报讯（郑金旗 陈璐 记者 吴立群）珠山
公安分局珠山派出所对涉毒违法犯罪行为一直
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做到露头就打，决不手
软。近日，该所通过对收集到的线索研判，成
功破获一起贩卖毒品案和一起容留他人吸毒
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当天13时许，该所办案民警接到情况反映
称，有人在通站路某宾馆内吸食毒品。接到反
映情况后，单位民警带领巡防员迅速出击，在
该宾馆内抓获涉嫌贩卖毒品的违法嫌疑人冯某
某和容留他人吸毒的犯罪嫌疑人黄某某以及吸
食毒品的违法嫌疑人梁某,并现场查获用矿泉水
瓶和吸管制作的吸毒工具。随后将抓获的三名
嫌疑人传唤到珠山派出所接受询问，该三名嫌
疑人对自己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某某和黄某某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梁某强制戒毒两年的
处罚，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本报讯（张艳 记者 吴立群）近日，珠山区
石狮埠街道风景路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党员志愿
者、计生协会志愿者、学雷锋志愿者针对辖区内
的农贸市场、废品收购站、烟花爆竹店、餐馆、
学校等人口密集场所15处开展专项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重点检查消防设施是否齐全，消防器
材维护情况，尤其是对于不符合消防安全乱堆放
杂物堵塞消防生命通道的，做到发现一处、整治
一处，共整治安全隐患3处，发放安全消防知识
手册170多份。

本报讯（程玲 张新宇）9月4日上午，市工
管办在机关会议室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了“工
管大家说”专题学习座谈会。

会议选读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50例》中《“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之中”——雷锋》与《“不改变兰考面貌，
我决不离开那里”——焦裕禄》两则革命英雄事
迹，以生动的事例增强全体党员责任担当意识。
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
十讲》第六讲，深刻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新要求，增强了贯彻落实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下一步，该办还将
积极开展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五次
全会精神宣讲活动，进一步加深理解，明确方
向，鼓舞干劲。

深夜抢修供水管道

本报讯（江传 李晶 记者 付裕）市交警
二大队小分队以深入实施文明交通计划为契
机，依托市“双创双修”等专项交通整治工
作，在辖区深入持续开展酒后驾驶交通违法
行为常态化整治工作。

9月7日中午，该小分队在吕蒙大桥西开
展酒后驾驶集中整治，查获一男子有酒驾嫌
疑，经检测钟某体内中酒精含量 67mg/
100ml，属饮酒后驾驶。

随后，钟某被执勤民警带到交警办案中
心做进一步调查。调查中发现，钟某竟然有
酒驾“前科”，系统显示钟某在2013年9月因
饮酒后驾驶被处罚过一次，此次再次被查
获，钟某属于二次酒驾，依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相关规定，市交警二大队依法对钟
某的二次酒驾违法行为给予罚款2000元，行
政拘留并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对于自己的违
法行为，钟某也是悔不当初，表示以后绝不
再犯。

珠山派出所

破获两起涉毒案件
昌南派出所

民警帮助走失孩子寻亲
男子二次酒驾
驾照吊销且被拘

本报讯（汪玲 记者 查艳）近日，珠山区周
路口街道金家弄社区、云锦巷社区的普查员们放
弃休息时间，积极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
作。

普查中，工作人员佩戴工作证，本着摸清家
底，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逐家走访联系辖区内
企业，对工商、个体等实地入户地毯式排查，跟
企业核对信息，掌握企业当前的经营状态、企业
法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等信息是否变更，掌
握最新数据，掌握企业经营状态，更新名录信
息，如遇企业迁出，掌握该企业实际迁入地。

本报讯（查先兰 记者 甘牧）近日，珠山区
太白园街道在浙江路社区会议室举办了一次综治
信息平台业务知识培训班。该街道各社区主任及
全体网格员40余人参加了这次培训班。

这次培训邀请了市综治办网格监管中心干部
授课。主讲人分别从部分名词解释、综治信息平
台简介、综治三项建设通报和考核、存在的问题
以及提出的建议这五个方面细致入微地向网格员
进行了讲解，让大家熟悉各项操作过程。

本报讯（周锋 记者 吴立群）日前，昌江区
新枫街道卫计办举办2018年卫生计生专干业务知
识培训，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街道基
层计划生育人员业务素质，适应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以及卫生计生合并后工作的需要。

昌江区卫计委相关负责同志对各项业务知识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主要对协会工作、计划生育
政策法规、人口统计、药具知识、网上生育服务
证登记、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强化
和提高。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基层计生人
员的业务素质，为街道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提供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人才保障。

在浮梁县有这样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四口之家。他
们崇法尚德、夫妻恩爱、尊老爱幼，以实际行动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创建和谐幸福社会做出了贡
献，受到了单位同事和邻里的好评。

这就是国家税务总局浮梁县税务局工作人员刘绍
民一家。

关爱家人 家庭和睦
多年来，刘绍民始终认认真真钻研业务，踏踏实

实开展工作，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他多次被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先进个人”，
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刘绍民的妻子李芬芳是一位教师。在她即将结婚
时，父母亲先后因病离世，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弟
弟。她克服了种种不便，勤奋工作，得到学生和家长
的广泛好评。三个弟弟也在她夫妻二人的帮助教育下
成家立业了。

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刘绍民的任务重，照顾家
庭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李芬芳的肩上。但她从无怨
言，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承担着教育女儿
的责任。他们结婚二十多年来，家里总是充满着和谐
的气氛，笑声不断，得到了街坊邻里的羡慕和赞扬。

刘绍民的母亲刚满50岁时就失去了丈夫，那时还
有一个最小的女儿正在上学。虽说家中非常困难，但
她坚持让小女儿受到了教育，个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她以自己的善良和执着撑起了这个家，不但得到了亲
朋好友及社会的认可，也赢得了晚辈们的尊敬和孝心。

“学会理解和包容，要懂得感恩，进行换位思考，
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这是妻子李芬芳感悟最深的一句
话。他们结婚二十多年来，都始终注意尊重对方和相
互理解。李芬芳用她那颗善良之心，真诚对待每一位
家庭成员，让这个家庭成为人们羡慕的和美家庭。

言传身教 教育有方
李芬芳不仅注重女儿的学习成绩，更注重培养她

独立的能力，时时关心她的思想状态，勉励女儿勤奋
刻苦学习，礼貌待人，并主动与学校老师联系，了解
关心女儿的成长状况。

刘绍民也深知妻子的辛苦，有点空闲时间他也顾
不上休息，总想着帮妻子做点事情。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他们的女儿在这种
家庭氛围的熏陶下，从小就非常懂礼貌，在学校里年
年获得表彰和奖励。她把长辈的优秀品质当做鞭策自
己成长的动力，努力学习，不甘落后，以优异的成绩
被中央财经大学录取，后又考取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金融发展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并参加了工作。

尊老爱幼 共建和谐
近几年来，刘绍民年迈的母亲身体状况越来越

差。2013年11月，母亲因脑出血住院治疗一个月，出

院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身瘫痪，屎尿都不能自
理，需要精心陪护。刘绍民在基层税务分局工作，他
的工作本来就忙，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因为
工作繁忙而推卸照顾老人的责任。

出院后，作为小儿子的他将母亲接到家里休养。
母亲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都要有人帮忙才能解决。
夫妻二人实在是忙不过来，便节衣缩食请了一个钟点
工。但夫妻二人下班后还是忙得不可开交，给母亲喂
饭，端屎端尿，洗澡换衣，一有空就用轮椅推着母亲
外出看看，尽量让老人高兴。

团结邻里 热心公益

无论是单位号召爱心捐赠，还是同事邻里有困
难，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奉献一片爱心。多年
来，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一系列捐助活动中，他
们共无偿向社会捐赠钱物达数千元。

刘绍民夫妻俩是助人为乐的人，邻里关系也非常
好，深得邻里的信任和尊重。他们经常帮助小区内的
邻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邻居小孩有不懂的问
题、有不会做的作业都会来向他们询问。

很多人打扫卫生时只顾着自家门前，但他们总是
把垃圾倒进小区旁的垃圾桶中。他们的行为也感染了
其他的住户。在他们的影响下，现在小区的卫生非常
整洁了。

二十多年来，刘绍民这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通过
互帮互助，用自己的方式携手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
雨，用他们的爱心构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文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