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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田林鹤）9 月 26 日，在
苏陕协作山阳工作组的指导帮助下，两辆载有
1531 份香菇、木耳消费帮扶大礼包的大货车运
抵江苏苏州。此次帮扶活动是由山阳县农行联
动苏州示范区农行和苏州新区农行组织，将秦
岭地区价值 12.43 万元的绿色农特产品带到了
苏州市民的餐桌。

山阳县位于秦岭南麓，与苏州相隔千里，属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当地盛产香菇、木
耳、核桃等农特产品，本次对口销售有力支持了
受疫情影响的种植户，为深化苏陕协作、服务乡
村振兴贡献了农行力量。

据了解，从 2019 年起，根据农总行安排部
署，江苏农行同陕西农行开展东西部交流结
对。此次帮扶活动是江苏农行下属的苏州示范
区分行和苏州新区支行消费帮扶陕西省山阳县
的重要举措，消费帮扶大礼包通过两家农行的
工会委员会发放给全体员工。当苏帮菜技法遇
到“翻山越岭”的秦岭美食，定会让苏州市民在
国庆节来临之际多一丝舌尖美味。

苏陕互动苏陕互动 农行助农农行助农

山阳食用菌消费帮扶大礼包运抵苏州山阳食用菌消费帮扶大礼包运抵苏州

一顶草帽、一把雨伞，晴天一身汗、
雨天两腿泥。他 18 年如一日，默默坚
守，扎根基层，服务烟农，用无悔的青春
浇灌遍地“黄金叶”。他，就是市烟草公
司洛南分公司城关烟站站长张军锋。

2004 年，张军锋加入洛南县烟叶生
产指导技术员队伍。由于包抓的灵口镇
上寺店村路途遥远，他就自带干粮，借宿
在四处透风的民房里，从整修田块到修建
烤炉，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烤烟生产技
术。仅用两年时间，他硬是把上寺店村一
个只有12户烟农102亩烤烟面积的山村，
变成了有32户群众种植烤烟面积510亩
的烤烟大村，烤烟也成为带动一方群众脱
贫富裕、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四皓街道柴峪村赵波的父亲高位截
瘫，母亲和妻子均有病在身，赵波一边照
看两个幼儿，一边就近打工，家庭收入入
不敷出。张军锋得知情况后，联系村干
部帮助赵波流转了 20 亩土地种植烤烟，

“一对一”技术指导，并带领烟站 16 名技
术员轮流教赵波栽烟、浇水、施肥、除草，
协调租赁烤房解决烘烤问题。两年时
间，赵波种烤烟纯收入 21 万元，一举摆

脱了贫困。
去年 9 月，洛南持续降雨，烟农夜军

平的妻子胳膊骨折，家里突然少了一个
主要劳动力，周边也找不到务工人员，
40 亩地的成熟烟叶无法采收。张军锋
得知情况后，立马组织烟站 30 余名短期
务工人员穿着雨衣、踏着泥泞，用一天时
间帮助夜军平采收鲜烟叶 13.2 万公斤，
挽回经济损失 8万余元。

年初，张军锋了解到行业对土地集
中流转进行政策扶持，就主动上门动员
171 户村民将 1212 亩土地集中流转给
王院村村委会，再由村委会返租给 36 户
烟农种植烤烟，既帮助村上解决了土地
撂荒问题，又帮助烟农流转到了土地。
今年王院村烟田面积同比增加了 400余
亩，全村首次迈入烤烟“千亩村”序列，被

列入省级烟区产业综合体、全省高标准
基本烟田建设试点村。争取行业投资
126 万元建设的 30 座烤房当年建成并
投入，带动了村级产业融合发展。

18 年来，张军锋头顶烈日、风雨无
阻，手把手指导群众喷药施肥、除草培
土、防病治害，提高大田管理水平，促进
烟株旺长。春天，他和同事蹲守大棚，共
同抵御低温冻害影响，保障烟苗健康生
长；秋天，他逐田块查看烟叶成熟度，指
导群众不采生，逐烤房指导技术要领，防
止操作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烟叶收购
中，他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公平、公
正、合理收购烟叶，全力保障群众收益，
赢得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一致好评。他
的足迹踏遍了洛南县灵口、石门、柏峪
寺、古城、四皓、城关等多个镇办 92 个

村，服务烟农 1500余人。
“始终心系群众，甘当烟农的服务

员，认真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努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这是张军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18
个春秋年华，根植沃土、心系烟农，张军
锋把一腔热血和辛勤的汗水尽情地挥洒
在这片盛产“黄金叶”的土地上，虽青春
不再，但却收获满满。

甘 当 烟 农 服 务 员
本报通讯员 赵晓翔 赵 星 郑 喆

尊敬的用电客户：

您好，因供电设施检修，我公司计划在下列时段对以下

线路进行停电检修，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山阳县

1.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6日 8:00至 18:00

停电线路：中村变 141黄雁线、133洛峪线

停电范围：延坪镇五沟村、正沟村、西河村、泉河村、李家

河村、青石沟村、茶壶岭村、两岔河村、蒿坪河村；中村镇金狮

店村、上湾村、烟家沟村、碾沟村、土桥村、沟口村、罗坪村、梅

岔村、黄雁村、孤山村、洛峪街道、洛峪沟村。

二、洛南县

1.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 10:00至 17:00

停电线路：四皓变 197 城市 1 线、198 城市 2 线、199 城市

3线、155城市 4线

停电范围：城关街道西寺社区、柳林社区、西街社区、柏

槐社区、南关社区。

2.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7日 7:30至 12:30

停电线路：石门变 174花园线

停电范围：石门镇王桥村、花庙村、东山村、山岔村。

3.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8日 10:00至 16:00

停电线路：四皓变 153 胡河线、151 音乐小镇线、152 城

市 5线

停电范围：四皓街道白川社区、代塬社区、药王村、闫沟

村、韩村、营房村、连河村、柴峪村、栖凤湾社区；城关街道柳

林社区；永丰镇李村、白塬村。

4.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9日 9:00至 17:00

停电线路：四皓变 196 马河线、153 胡河线、154 北环线、

194白塬线、195王塬线、156阳光线

停电范围：四皓街道白川社区、代塬社区、药王村、闫沟

村、韩村、营房村、连河村、柴峪村；城关街道馒头山村、卢村、

宋村、柳林社区、抚龙湾社区、南沟社区、小渠社区、党沟村、

杨底村、马河村、桃官坪村、庵底村、王滩村、鱼池村、鹤眼岭

村、刘塬村、柳树洼村、中心村、王塬村、牛王庙村、刘沟村、王

村、杨村；永丰镇街西社区、永丰社区、张坡村、冀洼村、李村、

李洼村、马洼村、赵川村、席塬村、白塬村。

三、柞水县

1.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5日 8:30至 16:30

停电线路：曹坪变 147曹马线

停电范围：瓦房口镇马家台村、颜家庄村、金星村、金台

村；曹坪镇中坪社区。

2.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5日 8:30至 16:30

停电线路：红岩寺变 171万青线

停电范围：红岩寺镇掌上村、张坪村、大沙河村、跃进村、

正沟村、安乐村、红岩社区、本地湾村。

四、商州区

1.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6日 8:00至 11:00

停电线路：东郊变 117东路线

停电范围：大赵峪街道办事处费那村、冀村、刘河村、梁

铺村；刘湾街道办事处马尾河村、生王村、郭涧村、静泉社区、

枣园村、张塬村、紫荆村。

2.停电时间：2022年 10月 28日 6:00至 30日 20:00

停电线路：荆河变 3587荆汇线

停电范围：商洛汇金实业有限公司。

我公司对电网检修工作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并将努

力缩短停电时间。检修工作有可能比计划时间提前完成，因此

可能会提前恢复送电。因天气原因或其他原因，停电时间改期

时另行通知。各县区用电客户详细停电信息见当地供电部门

的通知或拨打电话：95598。衷心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国网商洛供电公司

2022年9月30日

国网商洛供电公司 2022 年 10 月电网检修停电通知

本报讯 （通讯员 潘 妮）9 月 27 日，为确保国庆假期辖
区公路安全、有序、畅通，镇安公路段提前行动，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做好道路安全保畅工作。

镇安公路段加大公路日常养护工作力度，及时清除路面洒
落物、边沟杂草及其他废物堆积，确保路容路貌美观整洁。进一
步完善公路安全防护设施，确保各种标志标线和附属设施齐全
有效。持续加强桥梁养护和管理工作，对辖区内所有桥梁进行
一次专项养护和维修，疏通泄水孔，清理桥梁伸缩缝内的积土、
垃圾等杂物，使其发挥正常作用。加大路政巡查力度，增加对重
要路段、重点区域的巡查次数和频率，做好节日值班工作，严格
执行领导带班的 24 小时值班制度，杜绝人岗分离，确保对突发
事件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全力以赴为过往车辆提供干净、舒
适、安全的通行环境。

多措并举保畅通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一次出诊，
每一台手术，每一次逆行出征……广大
医务工作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用大爱和责任守护人民健康，彰显了
白衣战士的使命和担当。

今年45岁的文申英是市中心医院急
诊医学科主任。从原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
他就来到市中心医院工作，至今已有19年。

询问病情、解答疑问、抢救病人……市
中心医院的急诊科，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忙
个不停。文申英对待患者及其家属平和耐
心，但走起路来却总是脚下生风。“快速接
手、快速诊断、快速决策，是急诊医生的必
备素质。来急诊科看病的患者，发病都比

较急和重，医护人员得和时间赛跑，及时对
患者进行救治。”文申英告诉记者，急诊科
医生的工作节奏就是要快，因为一分一秒
可能都关乎着患者的生命。

职业责任心和极强的敬业精神，使文
申英始终冲锋在前。2008年，他被任命为
急诊医学科副主任，主管院前急救工作。
今年1月，他带队负责商洛整建制医疗队
支援西安第四医院航天城院区抗疫工作，
6月他又率领市中心医院5名专家帮扶商
南县医院。“急诊医生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
判断能力和抗压能力，因为什么样的病人
都可能会遇到。如果危重患者救治成功，
那种喜悦是其他事情没有办法替代的。”

十年来，商洛医疗行业整体发展很
快，市中心医院也跻身三级甲等医院。
然而医院飞速发展的背后，很多医生作
出了巨大的牺牲。“作为一名医生，加班
加点是常态，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少。”
文申英打趣说，“在影视剧里，急诊科
医生都是高富帅，而且无所不能，但现
实中并非如此，我们白大褂上经常会
血迹斑斑。”

救治成功的患者，经常也会给文申
英带来最淳朴的感动。他至今仍记得，
2017 年年底，急诊科救治一例重度有机
磷农药中毒的患者，经过 20 天的救治，
患者痊愈出院。那年腊月二十八，大雪

纷飞，患者家属乘车专门从山阳漫川来
到急诊科，给急诊科医生送来一桶家酿
的苞谷酒，看着家属那感恩的眼神，文申
英就越发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

当好一名医生，与家属充分沟通很
重要。文申英经常根据不同情况，选择
与患者家属耐心沟通，把患者的病情以
及可行的治疗方案的利弊如实说清楚，
然后再把选择权交给家属。

“作为急诊医生，见过了太多的生离
死别，对患者最想说的是珍惜每一天和
每一个与我们相识的人。”文申英若有所
思，“如果再有机会选择，我不会选择做
医生，因为每次面对患者死亡而无能为
力时，我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当患者家
属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放弃抢救时，我会
为有生还希望的危重患者而感到无奈
和难过。”

尽管如此，当记者问及若有亲友从
医是否支持时，文申英仍然笑着说：“肯
定会支持，无论做医生多么辛苦，这个行
业总要有人来传承，需要将其发扬光
大。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努力当一名好医生
本报记者 胡 蝶 本报讯 （丹纪宣）9月 27日上午 11 时许，一辆喷注着公务

标志的小车悄然驶进丹凤县武关镇政府大院。“我们是县纪委监
委防汛值班督查组的，请提供你们的值班日志并报告主要领导
去向。”来人吩咐值班干部后，在 30多里外毛坪村检查防疫防汛
的镇党委书记杨丹军用固定电话向检查组报告了自己的去向。
这是丹凤县纪委监委前移监督关口，突出“四个聚焦”，着力提升
监督质效的真实写照。

丹凤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强化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
督，深化作风监督。在政治监督方面，聚焦中心工作，紧盯“三新
一高”发展理念、乡村振兴、常态化疫情防控、“三百四千”工程奋
力赶超行动等中心工作，先后开展督查检查 27 轮次，编发督查
问责通报 11 期，通报批评党组织 10 个，实施党内问责和领导干
部问责 2 件 2 人，有效增强了干部的政治意识。在日常监督方
面，聚焦重点领域，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安全生产、防汛抗旱、自建房排查、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领域
开展监督检查，下发整改通知书 42 份，提醒谈话 17 人，约谈党
政“一把手”23 人。在深化作风建设方面，聚焦“四风”问题，紧
盯重要时间节点，围绕公务用车、办公用房、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接受公务宴请等方面开展监督检查，持续纠治“四风”，发现问题
6 个，下发整改通知书 31 份，提醒谈话 3 人、警示谈话 11 人，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件 26人。

在深化监督的基础上，丹凤县纪委监委通过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分析总结，建章立制提升监督效能。今年以来，县上先后出台
了《丹凤县纪委监委关于“四项监督”贯通融合“十项机制”的通
知》《丹凤县村（社区）干部特别是“一肩挑”干部三级监督责任清
单》等 4项制度，创新建立了村（社区）“四级联动、四类处置、四级
评价”民情议事会工作机制，将执纪监督和基层治理有效融合。
截至 9月底，全县纪检监察信访总量同比下降 50人次，信访举报
量同比下降47.4%，基层治理效能有效提升，干群关系更加和谐。

强化监督转作风

本报讯 （通讯员 王 智 李重立）洛南县公安局坚持将
谈心谈话作为促进作风建设专项行动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多层次、
分类别、针对性地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进一步改进了警风，凝聚了警
心，激发了队伍斗志，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

在严格落实常态化“十必谈”工作机制的基础上，针对民辅
警日常暴露出的隐患问题，坚持第一时间进行谈心谈话、严肃提
醒，切实做到有的放矢找问题、找准靶位提建议。聚焦作风建设
专项行动需要查摆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制订定谈
心方案，增强谈心的最佳效果。采取激励式、提醒式、宽容式、关
爱式、警示式 5种谈话方式，对因家庭、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和
矛盾的，采取拉家常式谈话，边聊边询问，层层递进，耐心开导。
对年轻民警在谈心谈话时多指路子、压担子、教法子，对参加工
作多年或在一个岗位工作时间较长的，在谈心谈话时积极疏导、
了解症结、做通思想，并积极征求他们的建议意见。

截至目前，洛南公安局共排查出 6项隐患问题，均已完成整
改。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心理健康辅导训练 2 次，覆盖民
警 471人次。组织开展“送奖上门”活动 4次，表彰奖励 49人次，
向 5 名困难党员发放慰问金 2500 元，向患大病及住院治疗的 2
名民警和 3 名辅警申报发放
慰问金 1.7 万元，向执法执勤
权益受不法侵害的 1 名民警
和 3 名辅警发放维权慰问金
1200 元，切实为民辅警执法
执勤提供了坚实保障。

谈心谈话凝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