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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进入炎夏，红色高温预警四
处闪烁，全天候作战的船闸运行保障
也迎来了新一轮的严峻考验。在这样
的“烧烤天”里应势而动，前黄船闸以
“早一分防守，快一分响应”为思路，
掀起了战高温、斗酷暑、保设备、护运
行的工作热潮。

点检、消缺，设备不“发烧”

烈日炎炎，人可能中暑，船闸设
备也会“发烧”。 为防止高温引发设备
故障、消除安全隐患，前黄船闸主动出
击，提前制定设备巡检计划，七月始，
集中对闸区所有机电、 信息化设备进
行清理和维护，每周三次，降低故障频
率，确保设备正常运转不超温。针对有
可能“发烧”的设备增加巡检频次，多
措并举降温， 全力保障设备安全稳定
运行。热浪熏蒸的设备巡检现场，脸颊
滚动的汗珠，拧出汗水的工服，科信员
袁立顶着接近 40℃的高温，穿梭于现
场各个设备之间， 衣服从进入现场就

全部湿透，从未干过……

演练、预警，救援不慌乱

高温作业的机电、信息化、船艇
人员，每日来回穿梭于张牙舞爪的暑
气下，极易发生晕厥。 为提升员工安
全防范意识，蓝天救援前黄分队于 7
月 22 日组织开展了 “中暑事故应急
演练”活动。

演练模拟了高温作业者在整修
器械、日常巡检，船民由于气温高，出
现大量出汗、 几近晕倒的状况时，队
员们立即将中暑船民搀扶到阴凉通
风处静卧， 并立刻组织人员协同急
救。急救人员携带防暑降温物资及担
架赶到现场， 将中暑船民抬上救护
车，前往医院治疗。 整个演练过程井
然有序、最后“中暑”人员得到及时、
有效救治。演练、预警，提高职工防暑
应急处理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

叮嘱、补给，一线送清凉

“这里是前黄船闸中控，天气炎
热，请大家注意防暑，如果有胸闷、呼
吸不畅等症状，蓝天救援队随时准备
出艇，上下游票房空调开启，我们为
您准备了‘清凉礼包’：风油精、藿香
正气水、口罩、消毒液、肥皂等解暑、
防疫物品，如需上岸短暂休息，请及
时与我们联系……”

“天太热，船上的干净水都喝完
了，多亏了你们在高频喊话，我才能
空调房里吹吹冷风， 好好洗把脸，不
然不好熬到码头呢”， 船民段先生捧
着绿豆汤说。中控当班人员的一声声
关爱和叮嘱，犹如阵阵凉风吹散了船
民身上炎热夏季的暑气，让大家倍感
亲切和温馨。

室外骄阳似火， 厂房闷热难耐，
却丝毫没有影响前黄运行人员们的
干劲儿，他们有条不紊、毫不懈怠，以
扎实之本手创独特之妙手，在七月里
全力筑牢高温防线，保障运行安全。

（邵长姝）

前黄船闸战七月酷暑：

“本手”筑防线，“妙手”护运行

农村路，联四方。 在满足老百姓
对交通出行的基本要求后，农村公路
被广泛地赋予文化属性。 近年来，武
进区积极打造“美丽农村路”，大力发
展“农村公路+文化”，旨在促进农村
公路与地方经济文化融合发展。湟里
镇地处武进西南角， 是一座千年古
镇，曾留下苏轼、朱元璋等人物到此
一游的印记，文化气息浓郁。

用文化彰显特色，为美丽乡村建
设注入活力。走进湟里镇西墅村的里
墅线 （图 1），便能看到小桥流水 、鱼
戏莲叶的景致（图 2）。 “完善公路村
道，建设家门口的公园，让农村公路
更加安全、致富、文明、幸福。 ”谈及该
村的“美丽农村路+文化”，西墅村党
总支书记季文斌介绍道，2019 年，西
墅村按照“一村一品一主题”“一点一
核一中心”的规划，确定了“孝爱原乡
地， 三生和谐村” 的主题， 面积超
1000 平方米的鲤卧滩， 就是出自西
墅村的 “二十四孝故事”———卧冰求
鲤而来。 同年，武进交通依据美丽农
村路标准对里墅线进行升级改造，畅
通了西墅村孝爱文化的传递，“美丽
农村路+文化” 为美丽乡村注入新的
活力，让农民的生活环境更为宜居。

用文化点缀路途，为美丽乡村建
设增色添彩。 绿树村边合，碧水房前
绕，这便是初入湟里葛庄村的第一印
象。 2012 年， 葛庄村进行新农村建
设，长 1.8 公里的葛庄线也进行了拓

宽改建，改建后的葛庄线不仅实实在
在地给村民出行提供了便利，同样助
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沿着葛庄
线可以看到各种写有乡风文明标语
的创意锣鼓造型，村口建起了“锣鼓
微文化”展馆。据了解，马灯被列为武
进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葛庄村结
合新农村建设， 精心打造 “锣鼓文
化”，全面展现了葛庄村民一鼓作气、
欢欣鼓舞、 团结奋进的坚强性格，也
为葛庄的乡村振兴敲响了 “战斗锣
鼓”。

用文化提升内涵，为美丽乡村建
设植入品质。 走进西鲁村，可
以看到黑色路面宽广平整 ，
公路两旁的花坛内芳草萋
萋， 墙壁上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喷绘、 标语和宣
传画引人驻足。 沿着 2019 年
改造升级后的西鲁线一直往
里走，便来到一处小游园，游
园内， 一颗百年石榴树点亮
了这座江南古村的意蕴 ，以
木为框架、草垛为亭顶的“勤

思亭”立于河畔，穿亭而过，映入眼帘
的是圆弧型雍勤廊，这座以“勤”为主
题的游园彰显着西鲁村的致富之道。
传说，当年一位苏北逃荒而来的周小
二在此安家落户，以养蚕为生，因勤
劳而兴旺，从此，“勤文化”成了当地
的一种符号，至今为人传诵。以“勤文
化”为基调，借西鲁线通达之便，西鲁
村重现了江南故里旧景，西鲁线一路
向前，新孟河与北干河交叉口，碧波
荡漾，和风徐来，两岸花草丰茂，植被
葱郁，让美丽乡村建设更具魅力。

湟里镇“美丽农村路+文化”的成
功探索，离不开武进交通在四好农村
路建设上 ，以强建设 、抓养护 、提服
务、重安全、树品牌为重点，紧密结合
当地主题元素和历史文化，倾力打造
西墅孝文化，西鲁勤文化等一批特色
文化名片，推动农村公路由“交通线”
向“风景线”转变。 2022 年武进区将
围绕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的目标，持续擦亮“至善吾径”农村公
路品牌，为人民幸福生活增色加码。

（俞志成）

“美丽农村路+文化”

武进湟里为幸福生活增色加码

图图 11

图图 2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个人的能力有
强弱之分，担当却无大小之别。 近日，新北区货车司机流动
党员党支部在站所接待日询访到有这样一名货车司机，他
叫邱国华，一名有着 30 年党龄的退伍军人，敢于担当、乐于
服务、爱岗爱家的军人本色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抗击疫情“冲锋兵”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 一日从军，终生是兵，曾在服

役期间获部队嘉奖的邱国华， 在今年 3 月常州遭遇突发疫
情的时刻，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无惧风险，挺身而
出，主动请缨参战，投入到防疫第一线，积极帮助当地社区
组织做好核酸检测、防疫值守等工作，疫情期间每天几乎忙
到深夜才能回家。随着疫情防控趋于常态化后，邱国华又利
用工作空余时间，主动上门为居民做好疫情接种政策宣传，
关心弱势群体、独居老人的身心健康，时刻想着能为一方平
安献一份力，获评社区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服务百姓“勤务兵”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邱国华热心社区工作，还是孟

城社区北片组的一名组长，在日常工作中，只要组织有需要
都会第一时间出现，配合社区和派出所的工作，积极的为居
民解决急难愁盼大大小小的事，诸如民事纠纷、婚丧喜事、
水电问题等等，深得群众喜爱，组织认可，2016 年被新北区
孟河镇孟城社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爱岗爱家“排头兵”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前段时间由于疫情原因，货运行

业受到一定影响，邱国华主动扛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担当，在当
好货车司机的同时，也在公司兼职做装卸工、调度员，始终把
集体利益和安全行车放在首位，当别人有困难时，会尽心尽力
帮助，努力争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

从党员货车司机邱国华身上， 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为群
众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的家国情怀，也看到了他立足岗
位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无私奉献精神。 （张淑清）

从退伍军人到货车司机：

邱国华用实际行动
诠释家国情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华严经》中的名句，意思是只
有坚守本心信条，才能德行圆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心。 “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解放军战士；退役以后，我要做一
个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货车司机。 虽然岗位变
了、角色变了，但我的初心本色不会变。 ”刘永振说。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初心， 刘永振始终保持自己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的本色，“挺身而出、见‘疫’勇为”、“奉献爱心、
处处可为”……

2006 年 6 月至今，党员货车司机刘永振在广州、徐州、
常州多次参与无偿献血， 尤其是 2020 年疫情爆发以来，积
极响应常州市卫健委“关爱生命 温暖寒冬”的号召，先后 6
次在常州市中心血站献血小板。每次献 2 个治疗量血小板，
相当于 9600 毫升血液、12 个治疗单位，获得常州市中心血
站颁发的“无偿献血感谢状”。 连续 16 年来，七次荣获国家
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
部颁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累计捐献血小板 230 个
治疗单位，点亮 239 人的生命之光；10 多年来，刘永振资助
弱势群体、勇救溺水少年、4 次施救车祸危重伤员、2 次从路
边沟拖出事故车辆，他遇到危险，挺身而出；遇到伤者病者，
见义勇为；深入灾区，抢险救灾，参与常州蓝天志愿队、一加
爱心社，在龙城大地公益一线处处活跃着他的身影，充分诠
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不忘初心、立党为公的核心价值观。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证书我都随
车携带，跑运输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万一路上出了意外希
望我的器官第一时间可以被用到有需要的人身上。”刘永振
满脸自豪地对我们说。

前不久， 在常州市道路货运行业党群服务中心揭牌成
立仪式上，刘永振、王亮、沙友忠、朱建良这四位来自钟楼区
货车司机流动党支部的党员代表们， 获得了市委组织部部
长季陪东、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沈小勇、钟楼区委书记沈
东等各级领导的表彰。

行胜于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正因为有刘永振这样有
爱心、知责任、懂奉献的党员货车司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
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引领所有货运司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聚细流为江河、积小善为大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龚洋骅）

奉献爱心 处处可为

我会把好事一直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