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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一去又一年, 昔日英雄已长
眠。但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重温
那名 22 岁解放军战士的故事，在默默
无闻的岗位上感悟求索， 从单独的一
个人，到前黄船闸的一群追“锋”青年，
雷锋精神的践行者就在你我身边，可
感可亲。

陈心怡：百问不烦，服务先“锋”
“我们是第一次过前黄船闸，船上

就我们老夫妻两人， 年纪大了又不识
字，实在是不会操作啊。 ”2 月 4 日临
近傍晚， 中控室的高频传来浙桐乡货
02579 船老大的求助， 船老大首次过
前黄闸，对引航道具体位置不熟悉，错
过了系缆绳的靠船墩， 航行安全难以
得到保障。

正在食堂吃饭的陈心怡第一时间
放下碗筷， 与船艇师傅一起出艇到达
浙桐乡货 02579 的靠船位置， 帮助船
老大检查缆绳是否系牢， 随后耐心讲
解便捷过闸的申报方法， 手把手给船
老大示范申报的流程， 仔细说明需要
注意的、容易弄错的事项。由于船老大
年纪比较大了也不识字， 她耐心把申
报流程讲解了三遍， 还细致地画了申
报流程操作图， 以图片的方式让不识
字的船老大也能明白怎么操作。 她的
耐心细致、 面面俱到的服务态度也让
船老大很感动：“哎呀， 小姑娘真是太
感谢你了！有了你画的这个示意图，我
这个老头子也就知道怎么在手机上操
作了，可是给我解决了个大麻烦啊！ ”

赵勇：敬小慎微，安全先“锋”
“停下，快停下，救生衣没扣好怎

么能靠近水边！ ”听到喊声，新来的职
工立即停下动作， 由着赵勇耐心指导

他救生衣的正确穿戴步骤。 在前黄船
闸，赵勇是出了名的认真细致，一线职
工远远地看见他， 都会下意识的摸摸
安全头盔、看看救生衣、防护手套，相
互打量一番，确认过眼神，才能安心继
续手里的活儿。

今年闸区安装车棚、内保监控、闸
门调试， 每一次的作业现场总能看到
他忙碌的身影。一个周末，车棚工人不
小心挖破了地下水管， 赵勇立马赶回
单位现场，与施工工人一起想办法，在
水管漏水口补上了封套， 解决了事故
问题，避免了更大的麻烦。 太阳毒辣，
有人劝他往阴凉处站站， 这大太阳得
晒掉层皮， 他也没一句抱怨：“安全工
作有七勤：眼勤、耳勤、鼻勤、腿勤、嘴
勤、脑勤、笔勤。施工现场，安全员必须
做到坚守， 我脸上的色差就是我工作
的铭证。”赵勇用责任和担当为船闸运
行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朱冰锦：传道解惑，带班先“锋”
船闸工班交接班时间在早上 9

点，但是对朱冰锦来说，提前一小时到
岗是一种习惯， 他会先去上下游引航
道巡视一圈， 再带着小笔记本回到中
控跟上个班的员工交流一会儿， 了解
他们在操作中遇到的问题， 为接班提
前做好准备。渐渐地，这位“闲不住”的
班长用自己的行动激发了大家的工作
热情， 班组成员常常同他一起完成各
项日常检查，让“闲不住”的班长大哥
能在办公室多呆上一会。

2 月 23 日晚 22 点， 水面风浪很
大， 船舶苏无锡货 88988 靠岸时转向
舵失灵，船舶失控飘横在引航道，朱冰
锦立刻锁定船舶位置， 按照应急预案

组织工班人员乘坐工作艇前往救援，
并安排中控人员利用高频提醒上下游
船舶缓速前进，避免碰撞事故发生，在
与船主取得联系后， 利用工作艇帮助
货船更正方向，保证航道畅通。整个应
急处理过程镇定自若， 人员工作安排
井井有条， 直到看到船舶顺利靠岸，
“老大哥”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陈昕宇：敬业乐业，暖心先“锋”
“如果我只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

我是否也能坚守岗位到底？ 帮助他人
到底？雷锋用生命证明了他能，而我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 ， 我的答案是我也
能。 ”陈昕宇铿锵有力地说道。

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起， 陈昕宇
立刻知晓票房那边需要帮助了。 前黄
船闸今年加入了几位新同志， 业务上
还不是很熟悉， 他接完电话后便急匆
匆的跑去票房，还顾不上喘口气，便立
马询问哪块有不明白。 “这条船的 CN
码重复了， 需要把老的船名船号停用
后才能首录。”他耐心地说明给新同志
听，同时还不忘安抚船民的情绪。新同
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明白，陈昕
宇每次都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教
他们，是责任，不是义务。 现在新同志
在他的指导下， 把业务流程刻在了心
里，将服务船民化作了行动，工作起来
更顺溜了。

“学习雷锋好榜样”，不只在每年
的 3 月 5 日。 前黄船闸久久不忘雷锋
精神，在这阳光灿烂的春天，高高举起
“做雷锋式的好青年” 的旗帜， 践行
“5C 护航+”的服务担当，做新时代的
追“锋”人。 （黄科 陈心怡 匡雨晨
曾泽豪 邵长姝）

前黄船闸追“锋”青年在行动

在常州市船闸管理中心， 论学习
能力，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是朱
南翔。作为安全运行科的副科长，朱南
翔同志不仅工作能力突出， 还具有超
强的学习能力。凭借着对法律的热爱，
本不是法律专业的他， 在工作之余一
次性通过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
而这个证书， 意想不到的成了他工作
和生活中的好“帮手”。

安全运行科的工作主要负责船闸
的安全监督管理、 运行调度管理和机
务管理， 朱南翔因为已经养成的良好
的学习习惯，在开展工作前，总会研究

和学习相关的法律条文， 所以做工作
总是有理有据，严谨认真。 2022 年，在
负责船闸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和达标
复评工作的过程中， 他认真学习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
省安全生产条例》、《交通运输船闸单
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等法律条文，
同科室负责人一同撰写和修改单位安
全管理制度汇编， 就连安全专家对该
汇编都赞不绝口。

朱南翔就是单位中 “行走的法
典”。同事不仅在工作中会咨询法律问
题，在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也会向他

请教。 “南翔，请问你了不了解《侵权
法》方面的内容啊？我有些问题想要咨
询一下你。 ”一位同事询问道。 “好的，
没有问题！ ”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侵
权法作为新《民法典》的一部分，在新
《民法典》颁布后，朱南翔正好有仔细
地研究学习过。 他先询问同事的法律
诉求，并查阅相关法条，将晦涩难懂的
法条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耐心地解释给
同事，并提供了解决思路供同事参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时刻听从
党的教导，热爱学习，爱岗敬业，这正是
新时代雷锋精神最形象的诠释。 他说：
“我只是做了一个螺丝钉应该做的。”简
单朴实的话语，却表达着理想的工作状
态。 他将继续努力，把雷锋精神以他的
方式继续传承下去。 （魏昕 盛雯）

朱南翔：船闸中心“行走的法典”

常州交通执法部
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
险意识，持续深化“两
客一危” 安全专项执
法百日攻坚行动 ，突
出“保安全、保畅通 、
强服务”工作目标，多措并举打好交通
执法“组合拳”，确保了今年“两会”期
间运输安全畅通有序。

一是严格源头监管， 筑牢安全生
产防线。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聚
焦不合规企业、不合规车辆、不合规人
员，督促“两客一危”企业进一步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风险辨识，全
面辨识人员身心状况、车辆设备设施、
运输作业环境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加
强各类隐患排查治理， 严禁车辆 “带
病”运行，人员“带病”上岗。 充分利用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加强车辆实时
监控， 及时纠正驾驶员不安全驾驶行
为。 督促汽车客运北站强化 “三不进

站、六不出站”和实名制售检票制度落
实，认真做好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二是加强联勤联动， 依法打击违
法行为。 充分发挥支队一体化执法优
势，集中二大队、十大队优势执法力量，
与江阴交通执法、交警部门开展跨区域
危化品运输车辆联合执法。 在奔牛机
场、高铁北站等重点场站以及主要高速
道口附近地区等客流集散地，多次开展
客运市场集中整治行动，加强客车站外
上客行为打击力度， 积极运用守护 1.0
终端、5G 布控球技术，常态化开展非法
网约车执法整治。加强路政巡查和施工
监管，依法处置路政违法行为，保障国
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

三是强化服务宣传， 提升交通执
法温度。 精准保障大型工程企业运输
链高效运转， 提高大件运输勘验效率
和服务水平。持续实施执法暖心工程，
开展柔性执法、说理式执法，实施轻微
违法免罚。 联合公安部门召开重点运
输企业安全工作会议、 警示教育专题
会，统一思想认识，提升从业人员安全
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宣传引导，
一方面结合学雷锋主题月开展有温度
的交通普法工作， 一方面加强典型案
例通报，通过以案释法，引导广大从业
人员知法、守法、护法，积极营造群众
支持、 社会参与、 多方共治的良好环
境。 （戴群立 何琪）

常州交通执法部门打好“组合拳”
保障“两会”期间运输安畅有序

三月春来万物苏，雷锋精神永传承。 今年 3 月 5 日是
我国第 60 个“学雷锋纪念日”，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播志愿服务理念，加强学生的思
想道德教育，常州交通技师学院开展了“心系雷锋日，情满
三月天”系列主题活动，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道德讲堂共分享，雷锋精神入我心
3 月 1 日，该院开展了“学雷锋，践行动”主题道德讲堂

活动。活动设立“唱歌曲、看视频、学模范”等 6个环节，学院
师生代表合唱了《学习雷锋好榜》，倾听了习近平总书记讲
述的“雷锋故事”，进一步学习了解雷锋事迹，深刻感悟雷锋
精神的内涵。 几位志愿者代表也分享了寒假期间参加家乡
春运服务、社区文明宣传等志愿服务的体验与感悟。这次道
德讲堂为学院学雷锋系列活动打响了总动员的第一枪。

我为群众办实事，学习雷锋当躬行
在道德讲堂活动后， 该院各党支部也投入到学雷锋

志愿活动的热潮中。 汽车系和计算机系开设了 “专业在
手，一技便民”活动，为学院师生和周边居民提供免费的
洗车美容、车况检测、手机贴膜、系统优化服务；商务系组
织了“情暖社区，美丽庭院”活动，关心村委困难家庭；工
程系和行政党支部参与到殷村的环保工作中，养树护绿，
打捞河道垃圾，倡导低碳绿色的文明新风。

校园先锋在行动，学子争当“雷小锋”
在交通技师学院的校园内， 青少年学生们也纷纷行

动起来。 基础部的学生标兵主动参与到学校的“一帮一”
活动，帮助部分后进学生树立“敢为人先”的信心，“不甘
落后”的决心，带出互帮互助、你追我赶的浓厚学习氛围。

计算机动画专业的学生共同创作了一系列“学雷锋”
主题作品，并举办专业绘画展，绘画展上还设立了 DIY
涂鸦区，由专业标兵进行现场指导绘画涂鸦，让全校的同
学都可以共同参与到活动中。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同学们纷纷
表示，奉献是青春最美的姿态，作为新时代青年，要自觉传
承践行雷锋精神，从身边小事做起，服务他人，奉献爱心。

“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雷锋同志虽然已经离去，
但雷锋精神从未消逝，在绵延传承中，激励着后人将奉献
铭刻在心，不断向前迈进。 （常交院）

追寻雷锋足迹
争做新时代“雷小锋”

作为常州交通技师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17 岁的周
靖然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武进蓝盾应急服务中心队
员。 2021 年 7 月，与常州交通技师学院录取通知书一起
到来的，还有她被蓝天救援队录用的消息。 周同学说，我
一直到今天都记得那时候的感受，既骄傲又兴奋，既激动
且忐忑，我对未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和期待。

很多人问她：“小周啊，你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为什
么会想着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呢？”她总是嘿嘿一笑，然后调
侃说，大概是因为 BSR 的队服很帅吧！ 其实，她加入蓝天
的原因有很多，既是受家人在疫情期间积极参与社区服务
的影响，也是想通过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想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和救援队成员， 周靖然
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她要练体能、 学急救、 考救援知识
……从 2021 年开始，年轻的周同学已经参与了高铁新城
青年体育嘉年华、西太湖马拉松、南山越野 ADV 林道体
验活动、嬉戏谷音乐节等诸多大型活动的保障服务工作。
在 2021 年年底，年轻的周靖然还荣获了武进蓝天应急服
务中心优秀志愿者称号。

不止是社会公益，在校内，作为一名优秀青年志愿者，入
学以来周靖然的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已经超过了 200小时，被
评为“校园优秀志愿者”。 众多的志愿服务工作中，她记忆最
深的还是 2021年 10月 1日，她参加了常州高铁新城青年体
育嘉年华暨“春江花月夜”国风夜肆活动保障，主要工作是为
游客提供安全保障。 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大型志愿服务活
动，但却意外碰到了游客中暑，正当她手忙脚乱时，经验丰富
的队友麻利地采用一套标准的急救措施，帮助游客脱离了危
险，这也对她造成了不小的震撼，从此之后，她更立志要学好
专业本领，更加用心地投入到志愿服务工作中。

青春似火，青春闪光。青年学生是志愿服务道路上不
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周同学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冀以尘
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的内涵：希望用微
薄的尘雾去补益山海, 然后再去使用一些微弱的烛光,从
而给日月增辉。 （丁乐恒）

周靖然用行动
彰显青年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