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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夏季，黄石已经持续了数日38℃的高温
天气，阳光炙烤下，每个人都愿意呆在空调房享
清凉。可对于公交车修理工来说，却要在高温
下，爬车顶、钻地沟，用满身的油污和汗水守护公
交安全。

“这是考验公交修理公司安全生产的重要时
段，车队、车间、故障道路、夜间等随处可见修理
工们艰辛忙碌的身影。”市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
说，他们头顶着烈日，用行动和汗水践行着对市
民、对公交事业的热爱。

9日中午12时许，室外气温已高达39℃，修
理车间里，党员班长吴柯松正在对一辆发动机
高温故障的公交车进行检修。他戴着“黑”手
套钻进了高达50℃的发动机舱，不出一会儿，
就已经满头大汗。发动舱内空间狭小，闷热的
空气弥漫着刺鼻的机油味，为了排查故障，吴
柯松一直猫着腰、歪着头，用仪器一项项地检
测，排查故障点，一点都不敢马虎。检修完毕
后，汗珠早已模糊了他的眼睛，衣服也全湿透地
贴在了身上。

不久前妻子住院做手术，吴柯松也只在医院
照顾了一天，又匆匆投身到工作中。当问他晚上
加班、白天工作累不累时，他擦着汗笑着说，“说
不累是假的，但我是党员要听党话，我的工作就

是把车辆修好，保障市民方便出行。”
不仅仅是吴柯松，在这里涌现出了一批党员

先锋的身影。
党员班长鲁超，同时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在

他的带领下，车间工友们有序地工作着，大家不
畏炎热，在炙烫的气流包裹中挥洒着汗水维修着
车辆。

每天，鲁超一大早就来到车间，提前做好准
备，然后就投入到工作中。每次接到线路队长救
援电话时，鲁超便会及时开车赶到救援现场，不
顾毒辣的阳光和滚烫的地面，第一时间钻进车底
检查问题。等到问题解除后，鲁超钻出车底时就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全身湿透。但他顾不
上擦汗，又赶着奔赴下一个地点去维修车辆。

一天晚上，鲁超在家照顾生病的孩子，夜里
11时接到队长急切的救援电话，和妻子打了一
声招呼后，鲁超便放下生病的孩子，赶忙奔赴救
援现场。当把车辆修好时，已是第二天凌晨。“维
修公交车没有时间概念，为了保障安全运营，就
算是凌晨也得赶紧把车修好。”鲁超说。

高温天，公交车出现故障的概率增加，公交
车修理工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处于“备战”状态。
一切都是为了安全高效地修好车辆，为市民舒心
出行服好务。(记者 罗炜 通讯员 李海燕文/摄)

战高温 斗酷暑 保运营

公交汽修工护航公交安全行

走进家门，她管好自家事，16年来
悉心照料瘫痪的丈夫；走出家门，她做
好楼栋事，36载倡导践行卫生公约。
在外头，她牢记“楼栋长”职责，带领居
民参与楼栋文明共建共治共享；在心
头，她牢记共产党员的使命，甘当街坊
邻里的贴心人。

她叫余红萍，今年75岁，是黄石港
区胜阳港社区772号楼的楼长。自搬
进772号楼起，她便以楼为家，和邻里
一起探索如何搞好楼栋的环境卫生，
共享美好生活。

“一个楼栋卫生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对外的形象。我
是党员，更要带头维护居住环境。”余
红萍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她的

倡议下，772号楼居民一致决定：制作
一块“卫生值日牌”，值日牌传到哪家，
就由哪家值日一周，清扫楼道的公共
卫生。这是居民共同履行的“卫生公
约”。渐渐地，大家把做好楼栋的卫生
当成了自觉行动，至今坚持了36年。

作为楼长，余红萍对楼栋居民的
家庭情况都很熟悉，对其中的困境家
庭更是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

老党员曹衍保的老伴体弱多病，儿
子患有多重残疾，生活困难。2014年
10月的一天晚上，曹衍保突发疾病，倒
在家中，其老伴和儿子束手无策。

余红萍得知后，迅速拨打120，将
曹衍保送到医院抢救。在医院，她像
家人一样，帮忙曹衍保垫付医药费、办

理入院手续，直到次日凌晨3时才回家
休息。一夜之间，她熬红了眼眶。第
二天上午9时，她又出现在病床前照顾
曹衍保。

实际上，余红萍的老伴也同样需
要她的照料。

16年前，余红萍的老伴不幸中风
瘫痪，丧失自理能力。余红萍扛起了
家庭重任，每天定时给丈夫喂饭、洗
脸、捶背，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在
她的示范带动下，儿子、儿媳只要有时
间也会主动回家照顾父亲，孙子、孙女
也争相给爷爷喂饭、喂水。

余红萍有副“热心肠”，哪家生活
有困难，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余红萍曾长时间照料留守儿童周
俊，并资助他考上武汉大学；居民王汉
华的女儿入学有困难，余红萍数次跑
到社区、公安、教育等部门协调解决；

自家获得慰问金，她转手就将这笔钱
花在楼栋的环境改造上；为了让社区
党支部有学习活动的平台，她将自家
两间房屋腾出来，公益书房建起来，党
员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一个人的文明实践，带动了一
栋楼的文明风尚，激发了居民的文
明自觉。

2018年5月，余红萍还将社区法
官、民警、党员代表等12名志愿者组
织起来，成立“余红萍最美基层党员
工作室”，收集居民需求清单，公布服
务项目。

遇事有人管、困难有人帮、矛盾有
人化、问题有人解，在余红萍的带动
下，“772号楼”的居民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通过共建共治共享，为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文明
黄石不断贡献出新的力量。

党员楼栋长当好居民“贴心人”
□ 本报记者 陈子才 通讯员 黄琪

“人可以平凡，但绝不能平庸。”多
年来，薛海政秉持爱岗敬业精神，始终
扎根农机生产一线，不断在坚守中超
越自我，于勤奋中努力前行，以实干精
神追赶着农业机械化梦想。

金湖街道办事处是一个工业基础
雄厚，农业发展较弱的乡镇。“农业的
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薛海政作为金
湖农机服务中心主任，他认为在“三
农”工作中，特别是在现代农业发展过
程中，农机技术推广应用至关重要。

2005年，在薛海政出任金湖农机
服务中心负责人的半年时间内，跑遍
了辖区41个行政村，深入农户了解本
地的农机拥有量及品类，结果发现，整
个金湖地区只有一台404型农用拖拉
机和十几台老旧农机抗旱水泵，这让
他寝食难安。

为让当地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
起来，薛海政埋头研究国家农业政策，
并在2006年向金湖街道打报告，请求

根据“工业反哺农业”的原则，对农户
新购置的农机具予以叠加补贴。

金湖街道了解实情后，予以大力
支持，对农户新购置的农机具实施叠
加补贴。截至目前，金湖地区购置的
各类机具品类齐全，拥有50马力以上
的大中型拖拉机96台，中型收割机25
台，大型粮食烘干设备6套，其他农业
机械300余台，配套的各类播种机、深
松机、泥船等一应俱全。农机装备的
迅猛发展也为金湖地区的农业现代化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为一名基层农机技术推广员，
薛海政一有空闲就深入村组，与农民、
农机科技示范户面对面交流，及时掌
握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不
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通过了解，薛海政发现农民的购
机热情起来了，但对实用农机具的性
能一知半解，对机具的技术操作多有
不当。为规范农机具性能操作技术，
只要省、市等地举办农机技术培训
班，薛海政都会积极报名参加学习，
然后将自己所学到的技能知识带到

田间地头。
为攻克机械育秧插秧技术短板，

薛海政和农户一起筛土、洒水，手把
手传授机械育秧插秧技术；在油菜播
种、收割作业中，他在各农机户间来
回奔波，一遍遍地给他们进行现场操
作示范；为使广大农机户最快享受到
科学技术带来的成果，他不辞辛劳请
来省、市农机专家举办各类农机技术
培训班。

多年来，薛海政带领金湖农机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多次承办黄石市、大
冶市各类新机具农业示范生产现场
会，为农民传经送技，默默地将汗水滴
进了农户的“心坎上”。

为发展农机事业，薛海政始终奋
斗在农业生产一线。春耕备耕时节，
每当有农用机械陷进泥田里动弹不得
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想尽一
切办法帮农户将机械从泥田中“解救”
出来。酷暑干旱时节，为了让庄稼尽
快“解渴”，他带领工作人员对每一处
抗旱泵站进行检修，发现水泵有淤堵，
他会第一个跳进水塘、河沟里疏通堵

塞。冬日农闲时节，他会从工作笔记
中整理出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有
针对性地钻研学习，攻克难关，为来年
的农业生产提前做好准备。

在薛海政的指导下，金湖四家农
机合作社联合成立了大冶市首家农机
合作联社，从而大大提升了农机大户
的生产积极性。目前，金湖农业生产
机械化率达79%，种粮大户年纯收入
达30余万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
分调动起来，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金湖
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薛海政在基层农机技术推广这个
平凡的岗位上已辛勤耕耘了30年，创
造出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工作业绩：
2006年—2021年，金湖农机服务中心
连续被大冶市政府、大冶市农业农村
局、大冶市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授
予先进单位；他个人被大冶市委、市政
府评为“大冶市第四届优秀农村实用
人才”，多次被金湖街道评为先进个
人、优秀共产党员，被大冶市农业农村
局授予系统优秀农业技术指导员。

（通讯员 王中平）

扎根农机生产一线的“追梦人”

本报讯（记者 丁欢）“中元节”
（俗称“七月半”）在即。在这缅怀故
人、寄托哀思的传统节日，为树立文
明新风，弘扬传统美德，我市多部门
联合发布通告，倡导广大市民开展
文明、绿色、环保的祭祀活动。

通告明确，“中元节”期间，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区范围内
（包括主次干道、居民区、公园、广
场、绿地、森林、工地、江边、湖边等
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禁止随意摆放
香炉、焚烧纸钱等祭祀品，推广文
明、健康的缅怀方式，提倡鲜花祭
祀、网上祭祀、家庭“追思会”等祭
祀形式。

确需焚烧纸钱等祭祀品的居
民，应到所在社区登记，将纸钱等祭
祀品交给社区，由社区登记存放，代

为焚烧，并为祭祀居民免费提供鲜
花等文明祭祀用品。

据了解，今年全市设置146个
集中祭祀点，8月8日至12日集中
收集祭祀品，每天下午将祭祀品统
一送往市殡仪馆集中焚烧点进行
焚烧。

期间，城管、公安、民政、生态
环境、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将加大督
查、执法力度，依法对不文明祭祀
行为进行处置。公共祭祀点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定时消杀，测
温防控措施。

通告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共青
团员要做文明祭祀的践行者，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影响和
带动身边的群众，共同维护整洁、优
美的城市环境。

多部门联合发布通告倡导文明祭祀

全市设置146个集中祭祀点

本报讯（记者 汪涛 通讯员 陆
露）“您好，这里不能烧纸焚香，社区
专门设置有文明祭祀点，您可以将
包袱等物品送过去，由工作人员登
记后集中焚烧。”10日，下陆区长乐
山工业园区执法中队队长赵红兴
发现路边有烧纸的市民后予以及
时劝导。

中元节临近，工业园区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运用好“劝、引、防”三字诀，
有效引导辖区居民开展文明祭祀。

园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整合下沉党员、社区志愿者等多方
力量，组建3支文明祭祀劝导队，
开展文明祭祀类主题志愿服务活
动8场。通过在辖区湾组、小区张
贴宣传画报，通过小喇叭滚动宣
传，在小区业主群、湾组网格群发
布公告等多种形式，开展文明祭祀
宣传。同时，要求辖区党员干部发
挥模范作用，在祭祀高峰时段带头

对重点区域开展高频次巡查和文
明劝导工作。

园区在辖区各湾组、小区搭
建临时祭祀点 10余个，引导居民
做到不在广场、绿地、公园、河道
边、主要街道及居民小区、公（铁）
路沿线、背街小巷等公共场所和
水源保护地烧纸焚香、燃放鞭炮，
对在长乐大道及辖区其他次干道
焚烧冥币和其他祭祀品及随意摆
放香炉等不文明祭祀行为的群众
进行劝导。

当前高温天气持续，园区在徐
隆伍、长乐山、卫王林场等火灾易发
点，安排巡山员、网格员定时巡查，
及时排查，确保火灾不发生。同时
发动群众积极举报不文明祭祀现
象，督促园区、社区定期盘点消防灭
火设备，“突袭式”拉练应急救援队
伍，确保应急人员处置快，应急物资
到位快。

用好三字诀 倡导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吴高斌 通讯员
张辉）连日来，黄石港区沈家营社区
开展中元节文明祭祀宣传活动，引
导居民践行文明祭祀新理念，树立
文明祭祀新风尚。

根据辖区实际，沈家营社区设
立了多个文明祭祀点，每天安排专
人值守，收集居民送来的包袱、纸
钱，每日集中送至公墓统一焚烧，进
一步维护辖区的环境整洁，引导市

民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科学的祭
祀方式。

与此同时，社区依托“全科社
工”服务模式，让全科网格员深入网
格、小区、居民家中进行宣传，组织
志愿者发放文明祭祀倡议书，积极
宣传“绿色环保低碳祭祀”新理念，
提倡鲜花祭祀、网上祭祀、家庭追思
等现代祭祀活动,以精神传承代替
传统实物祭祀。

践行文明祭祀新理念

本报讯（记者 陈双）9 日，开发
区·铁山区金山街道四棵社区举行
青少年“跳蚤市场”义卖活动，让辖
区的孩子当“掌柜”进行等价交换或
物物交换，促进闲置物品的重新归
置利用。

当天晚上6点半，四棵社区生活
广场已热闹非凡。活动开始前，小摊
主便和家人一起整理收拾出家中的闲
置物品并制作各具特色的广告牌，为
活动做足了准备。活动开始后，小摊
主将各色的玩具、绘本、文具甚至衣物
等摆放整齐，期待着顾客光临。为了

吸引顾客的注意，在志愿者的鼓励下，
有的小摊主高声叫卖起来：“走过路过
的瞧一瞧，看一看，一元超市，任你挑
选。”许多群众纷纷在“跳蚤市场”前驻
足选购，小摊主也通过“以物易物”交
换到心仪的物品。

“通过此次活动，培养孩子们勤俭
节约的意识，也在他们心中种下共享
的种子，实现物尽其用。”四棵社区党
支部副书记林景玲介绍说。

当天共有46个家庭参加活动，小
朋友不仅交换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
让家里的闲置物品找到更好的归宿。

“跳蚤市场”让闲置物品再利用

H 劳动创造幸福

H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

连日来，持续高温
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
来极大挑战。大冶市
住建局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夏日高温送清
凉”慰问活动，为奋战
一线的自建房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技术服务
团队送去西瓜、毛巾、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
温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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