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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建设者

空调移机维修回收
18907233931

天发搬家
6483311

空压机发电机 17707146939

心愿之侣婚介

13872058197微信

招聘保安（做一休二，交五险，50岁左右，2400元/
月）、保洁若干（2200元左右），电话：6586901

林红物
业公司

机关正科:男 38 岁 1.75 米离独居儒雅温和薪丰
国企干部:男 49 岁 1.78 米离独居睿智沉稳薪丰
公务员:男47岁1.78米离独居阳光帅气有内涵薪丰
工程师:男 53 岁 1.72 米离独居谦和有内涵薪丰

声 明
本公司郑重声明：

原我单位职工刘信已于
2021年6月2日与公司正式解
除劳动关系。自解除之日起，刘
信的一切行为及活动均属其个
人行为，与本公司无关，相应法
律责任由其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
黄石市第二医院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4日

为充分发挥榜样力量感召
人、影响人、带动人的作用，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2日，由大冶市委宣传部主办，
陈贵镇人民政府承办，大冶市
常春书院协办的“强国复兴有
我·百姓故事汇——榜样引领
前行、奋斗成就梦想”先进模范
学习宣讲活动，在陈贵镇堰畈桥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了陈贵镇“百
姓宣讲志愿服务队”的4名成员
与群众交流分享，他们分别是
大爱无私、捐资助学的“中国好
人”陈彦珍，孝老爱亲、照顾村
里孤寡老人多年的“湖北好人”
袁雪峰，孝敬婆婆、把家庭建设
得温馨和谐的“黄石楷模”柯
焰，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在乡
村振兴中展现巾帼力量的创业

典型吕春兰。
身边的这些楷模榜样没有

轰轰烈烈的事迹，却默默奉献、
敦厚包容、坚韧自强，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 ”“ 奋斗成就梦
想”。宣讲员们娓娓道来，群众
听得入神，现场时不时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

先进是一面镜子，榜样是一
面旗帜。陈贵镇党委负责人表
示，今后该镇将进一步带领干部
群众向先进看齐，用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
量，在各自岗位上锐意进取、顽
强拼搏、勇毅前行，不断创造新
的佳绩，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
时代”的过程中，书写新的时代
华章。

（费琦琪）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各
级相关要求，推进共同缔造“五
共”理念深入群众，推动美好环
境和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取得更
好的成效，8月22日，大箕铺镇
组织镇干部、村（社区）书记、驻
村书记代表60余人，赴红安县
七里坪镇和麻城市阎家河镇，开
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考察学习活动。

考察团先后参观了全国首
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试点村柏林寺村、全国首批红
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八一村、
全省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
缔造教学点石桥垸村和古城
村。围绕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色乡韵文化建设、人居环境建
设、乡村产业发展和美好环境与
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工作成果进
行了参观学习，大家边听、边看、
边学、边记，还时不时就关心的
问题进行提问交流。

代表团的同志纷纷表示，要以
此次考察学习为契机，认真总结经
验做法，对照先进典型目标，结合
自身特色，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优
势，同时，紧密结合党员干部“下基
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
活动要求，从改善群众身边、房前
屋后的实事小事做起，发动群众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不
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卫瀚）

考察学习先进经验
缔造大美大箕铺

陈贵开展
先进模范学习宣讲活动

遗失声明
●江红军遗失下陆中心市场摊位租

赁合同缴费押金发票一张，发票号码：
00710968，金额：5000元

●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开具给高山的
押金票据遗失，开票日期：2005年5月，
票据号码：00123740，金额：7000元

●梁玉珍遗失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阳国用（2009）第100578号，用地面
积：13.63平方米，地址：阳新县兴国镇北
门坎原葡萄糖厂 特此声明作废

持续的高温酷暑天气，“烤”验
着黄石市民，更“烤”验着建筑工地
里，那些为城市建设发展辛勤付
出、默默奉献的建筑工人。

8月23日上午10时30分，烈
日当空，记者来到黄石现代有轨
电车磁湖路配套道路立交工程施
工现场，只见工人们正在秩序井
然地战高温抢工期，有的在清运
建筑垃圾、有的在检修凿平隧道
底板……

29岁的陈绪月是阳新县浮屠
镇人，工地上，他正手持电钻，在凿
平隧道两侧的检修道，方便盖板安
装。时近中午，火辣辣的阳光直射
工地，把每一处暴露出的东西蒸得
滚烫。陈绪月黝黑的脸上被晒得
黑里泛红，上衣早已被汗水浸透，
在电钻的嘶吼声中，水泥碴打在他
满是汗水的脸上，他也顾不上擦一
把。“这段时间真是太热了，为了不

被晒伤，我提前穿了长袖套，但才
干活几个小时就已经汗湿了好几
次了，我习惯了，就把衣服脱下来
拧干再接着干。”陈绪月说。

别看陈绪月年纪不大，但他早
已是建筑工地上的“老师傅”。初
中毕业后，他就随着建筑队伍在外

揽活。“以前随着工程队在浙江、四
川等地到处跑，现在成家了，要照
顾家小，我就回黄石找活干。”

陈绪月说：“谁不怕热呀，但
我是家里顶梁柱，必须挣钱养
家。”说完，陈绪月憨厚一笑，又投
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趁着休息间隙，陈绪月和记
者聊起了当建筑工人的苦与乐。

“我们在这里干了3个多月了，混
凝土浇筑、钢筋绑扎、隧道底板侧
板顶板施工，哪里需要我们就在
哪里顶上。”陈绪月说，最辛苦的
莫过于混凝土浇筑和钢筋绑扎，
因为混凝土浇筑需要夜以继日施
工，要时刻坚守在一线；而钢筋绑
扎则更是如同“洗桑拿”。

“工地好像一个大蒸笼，我们扎
钢筋时头顶太阳，也没处躲，钢筋摸
上去烫手，感觉整个人都是发烫的，
汗水始终流不停。”即便穿上长袖长
裤保护皮肤不晒伤，薄薄的衣服也
根本挡不住热浪，陈绪月告诉记者，
他们必须特别小心，稍不留意碰到
钢筋笼，就会烫脱一层皮。

纵然辛苦，但陈绪月和工友
也有自己的快乐。他告诉记者，
工地宿舍里装了空调，工地上也
准备了藿香正气液、风油精等防
暑药品，而且项目部调整了作息
时间，让大家避开高温时段施

工。特别是看到一个个重点城建
项目在自己的手中拔地而起，作
为一名家乡的建设者、城市的奉
献者，陈绪月很有自豪感。

黄石现代有轨电车正线配套
道路立交工程包括磁湖路与杭州
西路交叉口立交、磁湖路与苏州
路交叉口下穿隧道两处节点工
程。据施工项目部负责人介绍，
杭州西路路口上跨立交桥已于本
月11日晚试通车；苏州路下穿隧
道目前共有100余名建筑工人正
在加快工程收尾工作，力争早日
完成工程，实现顺利通车。

本报讯（记者 李飞 通讯员 谈
画琳 余杭）“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帮我们把工资要回来了。”8月23
日，在西塞山公安分局河口派出
所内，陈师傅接过工资时开心地
对民警说。

今年4月份，河口派出所接到
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移
交的线索。2021年6月，童某在
西塞山区承包了一处钢筋劳务工
程，完工后却未按约定结清陈师
傅等15名民工的工资62296元。

经黄石劳动监察部门电话联
系及信息通知，责令童某接受调

查询问，但童某置之不理，后来人
间“蒸发”。

民生无小事，解决拖欠民工
工资问题，事关民工切身利益和
社会和谐稳定。河口派出所高度
重视，迅速安排精干警力立案调
查，多方搜集证据，并将童某列为
网上通缉逃犯。

8月14日，民警锁定了童某
的踪迹，并迅速奔赴河南省濮阳
市，将犯罪嫌疑人童某成功抓获，
押解回黄石。

经调查，民警得知在去年工
程结束后不久，童某便拿到了工

程款，但其认为该工程亏了，便不
愿支付民工工资。

民警向童某及其家属宣讲法
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讲明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的后果和危害。在法
律的强大震慑下，童某家属将拖
欠的民工工资62296元送到办案
民警手中。

8月23日，在民警的见证下，
陈师傅等15名民工拿到了工资，
脸上都露出笑容。

目前，童某因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刘佳 通讯员
陈顺）创建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
展示美丽黄石的良好形象，增强
假期文明出游意识，提升文明旅
游素质，是旅游从业者和全体市
民共同的责任。近日，市文化和
旅游局向旅游从业者和全体市民
发出假期文明旅游倡议书。

倡议旅游消费者要知礼守
礼，文明游览，从自身做起，遵守
法规，恪守公德，讲究礼仪，爱护
环境，文明游览。要尊重旅游地
的文化习俗，注意言谈举止，摒

弃不良习惯；遵守公共秩序，公
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互相礼让，
不随意插队；要爱护公共设施，
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和文物古
迹，不得乱涂乱画，不攀爬文物
古迹，不乱扔垃圾；要自觉遵守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
约》，以文明的言行举止展示自
身良好的文明素养，积极争做文
明旅游的践行者。

旅游企业及旅游从业人员要
认真贯彻遵守《旅游法》，坚持依
法诚信经营，自觉规范经营行为，

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要努力提高
自身素质，遵守行业规范，恪守职
业道德，尊重消费者权利；要加强
行业自律，推广文明礼仪知识；坚
决杜绝虚假宣传，不得强迫或变
相强迫游客消费；要广泛开展微
笑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
量，切实保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
益，积极争做文明旅游的传播者。

此外，倡议社会各界应共同
努力，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点滴做起，努力塑造讲文明、重
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友爱、
安全有序的人文旅游环境，把文
明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

黄石现代有轨电车施工现场，建筑工人默默奉献——

汗水流在脸上 自豪藏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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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千里追逃，为民工追回辛苦钱

做文明健康黄石人·文明旅游

市文旅局发出倡议

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者

■本报记者廖巍巍/文曹靓摄/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