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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辉） 近
日，黄家埠镇组织开展党建、党风
廉政建设暨党务知识培训，镇领导
班子成员、联村组长、各办（所、
中心）线负责人、各村党总支成
员、居委会党组织书记等参加培
训。据悉，这是黄家埠镇在认真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立足职
能定位，夯责任、筑根基、强基
础、严作风，唱响党建引领“主旋
律”的做法之一。

黄家埠镇通过实施党建责任工
程，明确各级党组织书记为“第一
责任人”，督促他们围绕发展抓党
建、党建促发展思路，紧密结合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既要把党建工
作的“规定动作”做实，又要把“自选
动作”做优，推动党建工作上水平。

黄家埠镇今年聚焦“建党百
年”主题，借助实施全域亮显工
程。扎实开展“立红色地标”“亮
红色身份”“展红色业绩”三大工
程，着力培育“红色黄家埠”党建
大品牌，策划红色庆祝系列活动，
以十六户村省级红色美丽村庄创建
为契机，串联韩夏村余姚县政府旧
址、十六户村浙东余上地区革命史
迹馆、横塘村百年枣园、回龙村烈
士陵园等红色资源，精心打造“六
村红色联盟”，通过讲好红色故
事、共建红色联盟、做大红色品
牌，打造建强一批特色党建示范区
和村企共建党建示范线。全面实施

“八分钟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圈”党
建项目，推进党员志愿服务网格
化、精准化、规范化。进一步优化

“前哨支部”设置，加快推进党员
中心户、红锋服务站、志愿服务
点、村民说事厅等为触点的党建服
务圈硬件建设。通过构建“线上+
线下”两张服务网络，推动党员志
愿服务由“隐形”向“显形”转化。

紧扣“党的盛典、人民的节
日”定位，黄家埠举全镇之力组织
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活动，大力弘扬红色文化、挖掘红
色资源，推出一批展示百年辉煌历
程的优秀文艺作品，为党的百年华
诞记载伟业、展示辉煌。同时，依托
潘嘉森宣讲名师工作室，精心打造

“古埠新语”青年宣讲品牌，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走村入企宣讲，目前已
开展党课巡讲和红色阵地现场教学
80余次，参与者达4800余人次。

此外，结合创建国家卫生镇和
美丽城镇，黄家埠镇广大党员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移旧俗、倡新
风，以更大力度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再上新台阶，为创建工作凝聚文明
软实力。与此同时，该镇通过深化

“兰风七彩”志愿服务内涵，打造
“古埠新语理论宣讲”“鹦山救援
队”“锦绣回龙文宣队”“黄家埠一
家亲志愿者”等特色志愿服务品
牌，充分利用好老干部、乡土艺
人、乡贤名人等人才力量，开展一
批惠民生、内容实、有影响力的志
愿服务活动，努力实现“政策宣讲
有人讲、道德模范有人夸、贫困救
助有人帮、群众娱乐有人演、传统
节日有人庆”，让黄家埠的志愿服
务更有温度内涵。

夯责任 筑根基 强基础 严作风

黄家埠镇唱响党建引领“主旋律”

■本报记者 朱从谷

昨天，新余姚人王永良给凤山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送来一面锦旗，
感谢凤山街道劳动保障监察中队队
员于靖帮其依法维权讨薪。

王永良是安徽人。2015年 4
月，他应聘进入凤山街道穴湖村某
汽车零部件公司从事磨床工作，于
今年1月7日离职。该公司以王永
良“急辞”为由累计克扣其工资
1200元。王永良在跟公司相关负
责人多次催讨无果后，于5月24
日向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

接到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下移
的这个案件后，于靖第一时间联系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该公司立即派
人跟离职员工见面商谈，并愿意接
受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调解。

通过于靖一番耐心调解，双方
当事人均接受 1000 元的调处建
议。6月2日，王永良拿到了劳动
报酬。“这办案效率，真是太高
了！”给于靖赠送锦旗的王永良
说，钱虽然不多，但是办案速度超
乎意料。

据悉，在凤山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劳动保障监察窗口，于靖帮员工
依法维权讨薪的口碑一直很不错。
该中心负责人宓海森告诉记者，去
年，贵州籍来姚务工人员王女士，
在家政公司做保姆工作，拿不到工

资，来劳动保障监察窗口反映，经
过于靖积极调处，第二天王女士就
拿到了5000元欠薪。

“为此，王女士特意两次跑来
感谢，恰巧于靖都不在。”宓海森
说，第二次是他接待了王女士。

“王女士说，为了讨要欠薪，她奔
波了半年都没有成功，而于靖同志
只花了一天时间就把欠薪讨来了！
我说，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分内
事，你拿到了工资我们也替你高
兴，你回去安心工作就是对于靖最
好的感谢……”

数据显示，今年年初以来，
凤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累计处理
上级下移劳动保障监察案件 36

件、自述欠薪案件11件、劳动人
事争议咨询65件，累计为群众讨
回薪金20余万元。其中，于靖的
办案数和追薪额均占总数的70%
左右。

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投诉者，
于靖始终坚持用一个微笑、一句暖
心的问候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并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在群众眼里，她是尽职尽
责、刚正不阿的“劳动保障卫士”；在
同事眼中，她是严谨细致、经验丰
富、乐于助人的“于姐姐”。

于靖坦言，从事劳动保障监察
工作13年来，自己只是社会“稳压
器”上一颗毫不起眼的“螺丝钉”。

于靖：社会“稳压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近日，河姆渡镇举行“忆光辉
历程 谱时代新篇”庆祝建党100
周年朗诵大赛，来自镇机关、各
村、企业党支部的 15 支参赛队的
选手，紧扣主题、声情并茂地重温
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
绩。车厩村党总支代表队、巾帼创
业协会党支部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记者 胡瑾中
通讯员 李秀君摄

朗诵大赛

最近，年过七旬的父亲报名
参加了智能手机实用操作培训
班，有人劝他说，你年纪这么大
了，还学这些干吗？父亲的回答
是：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
了，如果我不懂操作，就要问东
问西，这是给别人添麻烦。我们
做人，最好轻易不要给别人添麻
烦。

我为父亲的“活到老，学到
老”点赞，更为父亲的“不给别
人添麻烦”叫好。古语云：“己
之事，自完成；毋烦人，大事
成。”一个人最大的修养，就是
不轻易给别人添麻烦，这是一种
深到骨子里的善良和文明。

一个人能不给别人添麻烦，
最主要的就是懂得将心比心，能
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别人的辛
苦与不易，然而这种能想而且还
能做的人并不多，爱给别人添麻
烦的人由着自己的性子，要求人
人为己，却不懂得体恤他人的处
境。如开车不加塞，用过的餐桌

主动收拾，不乱扔垃圾……鸡毛
蒜皮的小事，自己举手之间就能
做到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别人
了。如果不顾忌他人感受，凡事
假手于人，时间一长，就有失偏
颇，遭人嫌弃。我们在新闻中时
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地“驴
友”无视景点要求，擅自闯入危
险地带探险被困，最终需要消耗
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搜救。

“驴友”一意孤行占用社会资
源，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
会给社会、国家带来多少麻烦。

当然，人是群居动物，没有
人是一座孤岛，人生在世，谁都
难免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互
相帮助。不给别人添麻烦并不是
不麻烦别人，而是尽量不给别人
造成不愉快或者困扰。不给别人
添麻烦的办法，就是让麻烦在自
己手里解决掉，在尝试解决困难
的过程中，自身能力和素质也得
到了锻炼和提高，其实最终受益
的还是自己。

不麻烦别人
小 文

本报讯（记者 曹婷婷 通讯
员 苗云梦）近日，市供电公司组
织开展防汛防台实战综合演练，以
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水平。

此次演练包含110千伏七里变
内涝排水、35千伏洲大线异物清
理、10千伏九塘线跳闸抢修等实战
场景，共有34人参演，全程采取实
战操作方式，旨在全面检验公司各
部门、各级人员对突发未知应急事
件的处理能力、响应速度、防汛装

备使用情况以及相关环节的联动协
同情况等，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机
制。

在接到“险情”通知后，市供
电公司各演习部门、单位的相关人
员，在做好安全措施、准备工作后
迅速集结到位。在110千伏七里变
内，一组参演人员将一包接着一包
的沙袋快速堆砌成防护墙，另一组
则负责启动应急排水泵将积水排
出，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其他演练
现场，所有参演单位均严格按照抢
修作业规范进行，参演人员认真对
待每一个细小环节，处置“险情”
忙而不乱。

随着演练的推进，一条条抢修
进度及照片不断从现场反馈到公司

“应急指挥”微信群，“110千伏七
里 变 积 水 已 排 空 ， 并 恢 复 送
电！”……3 个多小时后，各项

“故障”处理完毕，圆满完成演练

任务，实现应急处置“反应迅速、
组织到位、处置得当、安全可靠”。

下一步，市供电公司将针对此
次演练活动查缺补漏、总结提高，
完善各项应急管理措施，提升预案
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健全应急联动
机制，有效推进应急管理工作，强
化基层指导，不断提升队伍协同反
应能力和实战能力，为建党百年、
迎峰度夏、防汛抗台等应急工作筑
牢安全用电防线。

市供电公司：防汛防台“练兵”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 近
日，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的“最
美交通人”评选活动结果揭晓，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三中队队
长张杰等10名干部职工被评为余
姚市“最美交通人”。

本次评选活动旨在传承弘扬新

时代交通精神，发掘身边最美典
型，讲好最美交通故事，充分展现
交通行业的建设成果和交通人的精
神风貌，引导全行业干部职工形成
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为推动我市
交通运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

获评的10名“最美交通人”
老中青结合，覆盖了我市交通运输
行业各个领域，有尽心尽职管好交
通运输站场、展示文明城市形象的
管理人员，有二十多年如一日安全
行车、热心服务乘客的公交车和出
租车司机，有矢志创业、锐意进

取、退而不休的商海精英，有一心
扑在重点工程建设现场、服务余姚
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公司经理，有
工作严谨、勇于创新的交通规划设
计人员，有长年奔波忙碌、甘做铺
路石的公路养护人员，有为工程建
设做好服务与监督工作的机关干
部，有默默无闻、吃苦耐劳的人事
干部，有业务精湛、清正廉洁的执
法队员。他们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
格，将激励全体交通人在建设高水
平交通强市新征程中继续奋力前
行，努力争当我市争创社会主义现
代化先行市的排头兵、模范生。

发掘身边典型 讲好交通故事

交通部门评出10名“最美交通人”

百姓故事

江畔话吧

近日，兰江街道四明社区结合居民实际需求开展以“知行合一践初
心，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的便民志愿服务活动。科普宣传、金融咨
询、眼科义诊、修小家电、缝补衣物等服务，全方位满足居民多样化需
求。 记者 陈则宏 通讯员 杜赵丹摄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近日，由市物业管理协会主办的余姚市物业行业喜迎建党100周年文
艺汇演在龙山剧院举行。来自物业管理一线的员工自编自演了歌舞、小
品、团体操、旗袍秀等精彩节目。 记者 张旭东摄

文艺汇演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 近
日，2021年浙江省水稻插秧机作
业技能比赛在金华永康市西溪镇举
行，我市选手朱涛、罗群超紧密合

作、发挥稳定，夺得三等奖。
此次比赛由省农业农村厅主

办，来自全省11个市的24支代表
队参赛。

我市选手在省水稻插秧机作业技能比赛中获奖

近日，牟山镇农办会同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到该镇杨梅种植园收
集土壤样本，用于抽样检测。此次土壤抽样检测是为了分析果园土壤的
pH值、有机质、土壤营养元素和重金属的全量和有效量，深入掌握土壤
管理状况，为进一步提高杨梅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记者 沈家扬摄

土壤检测土壤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