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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项目工地走进项目工地

慰问河北留赣员工
本报记者童梦宁 实习生邓宇航

新春佳节临近，南昌市的中医药科创
城、九江银行金融大厦项目建筑工地仍有
数十名管理人员留守。他们均来自河北，
为配合家乡有序防控疫情，他们做好了留
在江西过年的准备。1月31日上午，记者随
河北商会轮值会长王向飞等人来到位于赣
江新区的中医药科创城工地，河北建设集
团江西分公司员工李宝峰等人正在工棚查
看施工图纸，整理文件。“你们辛苦了！”河
北商会轮值会长王向飞用家乡话向他们表
达慰问之情，并送上慰问金、水果等。

据了解，河北建设集团江西分公司在
南昌、赣州、上饶、宜春、吉安等地均承建了
重点项目。李宝峰告诉记者，目前，河北省
内多地已降为低风险地区，但他们也没有
急于回乡。来自邢台市内丘县的员工候志
坤在半个月前就决定，春节在宜春项目工
地留守。他告诉记者，工地食堂特意为他
包了河北特色水饺。近几天，他的家乡内
丘县政府部门还打电话向他问候，宜春市
政府相关部门及业主单位也派员上门走
访，并送上宜春美食。

九江银行金融大厦项目工地的员工刘
子浩来自石家庄，是家中独子，去年完婚。
他明确表示，会安心留守，并接受南昌工友
的邀请，去他们家一起过年。

王向飞向记者介绍，半个月前，商会已
发出倡议书，倡议河北籍人员留在江西过
春节，得到了积极响应和支持。他说，春节
期间，商会首次排班值守，将根据留守江西
过年的河北籍员工需要，提供帮助。

赠送春联口罩赠送春联口罩

关爱租住流动人员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房子虽简陋，也是一个家，过年也得贴
春联。”2月 2日，租住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湖
坊镇进顺村，来自分宜县的一名农民工接过
工作人员递上的春联，满心欢喜。针对村里
流动人员多的特点，本报联合湖坊镇进顺计
生协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进顺村开展

“流动人口疫情防控健康关爱活动”，为流动
人员送上春联和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

进顺小康家园地处南昌城郊，许多在建
工地以及工厂务工人员租住在此。当天上
午，春联和火红的福字赠送，让流动人员感
到暖意。活动现场，吸引了近200名群众参
与，送出了120副春联。工作人员还通过入
户拉家常的方式，引导流动人员正确对待工
作、生活所遇到的压力，学会自我减压。“我
们还宣传了优生健康检查、办证等知识，使
流动人口及时了解本地就医、医保相关政
策。”

直奔光电企业直奔光电企业

礼包送给一线工人
本报记者 余红举

2月1日，南昌下起了大雨，却阻挡不了
本报携手良品铺子慰问坚守岗位工人的脚
步。10时许，满载着大礼包的汽车，带着浓
浓的爱意直奔江西兆驰光电有限公司，让
企业一线工人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前期，本报发出倡议为一线工人送爱
心，良品铺子积极响应，第一时间将过年大
礼包邮寄到南昌。

爱心物资的车辆刚一停稳，兆驰光电
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徐文华就组织人员搬
货、拆箱，将一盒盒爱心大礼包摆放整齐。

“职工选择留在厂里过年，社会各界都在关
心他们。”徐文华表示，浓浓爱心让就地过
年的员工不感觉到孤单，同样能过一个欢
乐的春节。

兆驰光电公司的员工大多是90后。90
后女孩何素云是湖南郴州人，平时喜欢吃
零食。这次刚发放了补贴 1000元，正准备
和宿舍同事去采购零食，没想到良品铺子
就送来了。“一边吃着零食，一边看电视，有
年味。”领到大礼包，何素云拆开看了看，有
夏威夷果、开心果、瓜子等，她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爱吃的，感觉好幸福。”
“礼轻情意重。”来自河北的徐宜银说，

因为留在南昌过年，正准备给小孩购买零
食、玩具一同邮寄过去。领到大礼包后，他
马上和儿子视频，小孩高兴直拍手。徐宜
银竖起了大拇指：“有了社会各界的关爱，
这个春节我们会过得很温暖。”

爱心企业采购爱心企业采购

实现留守老幼心愿
本报记者 吴欣荣

2月 2日，本报联合南昌百盛购物中心走
进南昌县八一乡和银三角，为当地留守儿童
和空巢老人送去牛奶、足球、羽毛球以及防疫
物资，帮助他们实现新年微心愿。

早前，南昌县八一乡政府和南昌县银三
角管委会通过摸底排查，获悉有 11户留守儿
童不能与父母春节团聚。在征集了他们的微
心愿之后，南昌百盛购物中心采购了相应礼
物，为他们圆梦。

2月 2日中午，一辆装满新年礼物的爱心
车辆出发了。在当地干部带领下，记者与百
盛购物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八一乡院前村万
桥组黄摇根家送上爱心物资。75岁的黄摇根
告诉记者，今年儿子儿媳都留在打工地南京
过年。“感谢你们还想着我们。”在南昌县银三
角贵都国际花城小区，李茶花正在家陪伴孙
子和孙女。看到工作人员送来的爱心礼物，
她连声感谢：“这些都是孩子喜欢的。”下午，
工作人员还给八一乡的空巢老人送去了牛
奶、大米、防疫物资等。在得知67岁的罗林秀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后，当地干部马上帮助她
与在外地务工不能回家的儿子视频连线。

送上丰送上丰盛盛美食美食

请留守学子吃大餐
本报记者 吴欣荣

“就地过年，我们在一起共享‘爱心年夜
饭’，很有意义。”2月3日，本报联合江西千百

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江西师范大学40名留
校学生提供了丰盛的“爱心年夜饭”，同时，还送
上篮球、玩偶、保温杯、充电宝等礼物。

2 月 3 日上午，两辆餐车驶入江西师范
大学，工作人员将热腾腾的饭菜和礼物搬
到白鹿会馆。来自石家庄的王琨让告诉记
者，我喜欢收到的牛年生肖小玩偶，希望自
己在新的一年能够一切顺利。来自黑龙江
的王馨汇告诉记者，这顿饭将大家的心连
在了一起，让我感受到了过年的氛围。当
记者离开时，吃完了饭的同学们正在兴高
采烈张贴春联，认真排练节目，欢天喜地迎
接春节。

来到来到脱贫脱贫村庄村庄

为困难群众送年货
周三岗 本报记者 徐黎明

“谢谢你们，帮我备足了年货！”2月2日中
午，伴随着温暖的阳光，本报携手民建南昌市
新建区总支和爱心企业，带着大米、食用油、
水果等物资，来到新建区大塘坪乡献忠村，慰
问该村脱贫户。

程木香今年79岁，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儿子去世，儿媳身体不好，还要抚养两个未成
年的孩子。得益于帮扶单位和政府的一系列
产业扶贫举措，程木香一家逐渐告别贫穷。春
节临近，爱心单位南昌弘艺文化艺术学校校长
刘玉林将过年物资送到程木香家里。

熊招香今年60岁，患有帕金森和脑梗，靠
拄拐站立。2017年，当地政府为其提供了一
套功能齐全的保障房。在接到爱心物资时，
熊招香连声道谢。

献忠村是省级贫困村，2019年退出贫困
村序列，全村20户贫困户67人全部脱贫。

留守的孩子开心地拿着礼物。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本报记者 吴欣荣摄

给困难群众送上年货。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留校学子共进爱心大餐。
本报记者 吴欣荣摄

慰问留守的河北籍员工。

本报记者 童梦宁摄
礼包送给一线工人。

踏着春天的脚步，带着温暖与祝福，“党
报帮你办”又将踏上新的征程。

回首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省全面实现
脱贫退出。在春节来临之际，脱贫户们生活
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们仍然牵挂在
心。于是，我们积极联系爱心企业，一袋袋
大米、一桶桶食用油、一些抗疫物资……物
虽小，却承载着我们始终不变的“为民服务”
宗旨。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各级党委政府“脱
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联系”的政策保障下，
脱贫户们凝心聚力，自力更生，向着致富奔
小康的道路不断奔跑，让奋进向上的姿态定
格在我省“十四五”开局画面中。

这一年，抗击疫情成为各行各业的主旋
律，当中也涌现了无数令人感动的故事。直
至今天，为了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成千
上万在赣奋斗的外乡“打工人”放弃与家人
团圆，选择留守当地。于是，我们下基层，跑
工地，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他们的同时，也积
极送去慰问和关怀，要让他们知道，在江西
过大年，不孤单。

我们欣慰地发现，为了让留赣务工人员
过好年，各级政府和单位充分考虑，全面保
障，从资金补贴、物资发放，再到活动安排、
文化娱乐，为他们营造了“不是家乡胜似家
乡”的氛围，更让他们远在千里的亲人也能
放下牵挂。

这一年，“党报帮你办”送出的温暖并不
仅限于节日。从年初的复工复产保障民生，
到年中的抗洪救灾恢复家园，我们的足迹踏
遍了全省各地。企业车间、社区广场、田间
地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我们的
身影。

我们深知，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必须不断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而为群众送出
爱心与关怀，把他们的需要告诉更多的人，
无疑是对我们践行“四力”的更高要求。当
我们一次次来到群众身边时，他们一句深情
的感谢，一次有力地握手，足以坚强我们的
内心，并为之不断努力。

豪气十足终不变,一犁耕暖万园春。新
的一年，“党报帮你办”将继续铿锵前行，温
暖百姓。

铿锵前行
温暖百姓

陈 璋

备好过年物资备好过年物资

向警务工作者致敬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向一线警务工作者致敬！”2月4日，悬挂条
幅的爱心车辆驶入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红
角洲派出所，将爱心礼包送到一线民警手中，表
达本报和爱心企业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区）对他们的敬意。

红角洲派出所是南昌市管辖面积最大的
派出所之一，“春节期间，我们将所有民警、辅
警分成四组，四分之一的民警值主班，四分之
一值副班，轮班保护群众安危。”红角洲派出所
负责人说。

民警杨凯今年被安排在大年三十值主班。
“对于我们民警来说，过年值班是家常便饭。”入
职两年以来，杨凯第一年春节因为禁燃在社区蹲
守，去年因为疫情防控又蹲守在社区，对此他无
怨无悔。

湖北武汉人张绪光从警 13年，今年也是因
为值班不能与家人团聚。“这5年，大年三十都是
在社区巡逻中度过的。”张绪光告诉记者，大家过
节，我们上班。春节期间，接处警较多，我们辛苦
一点无所谓，大家平安稳定才是最重要的。就在
采访时，张绪光接到电话，立即奔赴蹲点的社区
处理一起纠纷。

“一线警务工作者与群众接触最多、距离最
近，调解纠纷、入户走访、侦破案件，处处都能看
到他们忙碌的身影，警务工作者是我们平安卫
士，守护我们的平安，非常辛苦。”天虹数科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区）副总经理田晕说：“为此，
我们尽一点力，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年货，希望给
他们带来过年的温暖。”

多项福利举措多项福利举措

让务工人员解乡愁
本报记者 陈 璋

近日，为保障在昌外地务工人员过好春
节，南昌市总工会推出多项福利举措，并陆
续下基层、进项目，现场送上慰问品。

2 月 4 日，南昌市总工会组织志愿服
务队赴中铁电气化局南昌地铁 4 号线机
电 01 标工地，与项目部共同为留昌过年
近百名外来务工人员送上红包和礼品。

“春节假期，项目部会全力做好后勤服
务，每天提供丰盛的饮食。同时，我们还
会组织文体育活动，让大家节日生活更
丰富。”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公司南昌分公
司总经理宁家富表示。

“我们将在春节期间推出一系列关爱
举措，尽力让务工人员在工作地一解‘乡愁
’，安心快乐过大年。”南昌市总工会副主席
邹循泷表示，目前全市工会组织已经开展了
十余次为外地务工人员送温暖活动，之后还
会进行。

在具体的福利保障方面，南昌市总工
会将提供丰富的新春礼包。2月 1日开始，
联合南昌旅游一卡通公司，为在昌过年外
地农民工免费发放旅游一卡通，提供免费
理发活动，并组织医疗服务队赴工地开展
义诊；2月 7日至 9日，在昌外来务工人员通
过南昌职工卡到指定特约商户刷卡享受满
100 元减 99 元活动；2 月 10 日至 17 日，通
过工会福利专用账户为单位工会福利的
持卡职工，开展到特约商户刷卡消费满
100 元减 50 元的活动。2 月 11 日至 26 日，
通过“洪工惠”平台为在昌过年的外来务
工人员发放网络视频季度会员，观看丰
富多样的节目。

对此，中铁电气化局留守员工纷纷表
示，有了市总工会的关怀，这个年一定会过
得很好。“南昌地铁 4号线作为全市重点工
程，我们将尽全力确保按时开通。”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将爱心物资送给基层民警。

给中铁电气化局工人送上爱心物资。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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