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萍乡市湘东区 148法律服务所
主任夏云剑入选中国红十字会评出
的首届“十大最美救护员”。他用熟
练的应急救护技能，践行着“挽救一
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的美好初
衷，诠释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5 年 4 月
至 2021年 6月，夏云剑 40余次成功
抢救突发疾病、车祸受伤、自杀群众
60余人，其先进事迹先后被新华社、
人民网媒体报道。

帮助他人是最快乐的事

夏云剑不管走到哪里，总会随
身携带一个背包，里面放满了自费
购买的酒精片、三角巾、绷带、急救
绳、隔热毯、人工呼吸膜、一次性手
套等急救用品。他说，这些东西随
时可能派上用场，挽救他人生命。

2017年7月4日，在湘东区凤凰
村路段，两辆摩托车相撞，一名驾驶
员头破血流，另一名驾驶员倒在地
上昏迷不醒。开车路过的夏云剑立
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两人伤势，同
时拨打 120 救护车，并对两名伤者
进行救治。救护车到达后，夏云剑
帮助医护人员将两名伤者抬上救护
车后，才转身离去。

只要路遇险情，只要有人需要，
不管何时何地，夏云剑总是毫不犹
豫地出手相助。他说：“生命比什么
都重要，帮助他人是最快乐的事。”

志愿服务涵盖多个领域

熟悉夏云剑的人都知道，他闲
不下来。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他
利用空闲时间，陆续取得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师、养老介护培训师、心
理咨询师等多种职业资格证书。多
年来，他将志愿服务从单一的普法
领域扩大到应急救护培训、养老介
护培训、心理咨询等领域。

虽然花费了夏云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依然乐于
为大家做志愿服务，不收报酬，甚至还要垫付往返路费。

“母亲、妻子、女儿都非常支持我，尤其是妻子把家务活
全包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公益活动中去。”夏云
剑说。

翻开夏云剑的工作日志，可以看到他每次志愿活动的
时间、地点、内容等记录。今年5月4日，夏云剑开车和几名
志愿者去湘东区腊市镇看望一名低保户，途经环城路沈家
湾附近，遇见一起交通事故。一名摩托车司机头上不停冒
出鲜血，昏迷不醒。他立即停车，对伤者进行紧急抢救，其
他志愿者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疏导交通，防止发生二次事
故。伤者家属赶到后，他又对其进行心理安抚，直到将伤者
送上救护车才离开。

为发挥先进模范的带动作用，湘东区司法局成立了由
夏云剑任团长的“夏云剑志愿服务团”，带动更多的党员干
部群众投身志愿服务，弘扬正能量。

24小时免费提供心理援助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直奔跑在公益路上的夏云剑坐
不住了，主动向萍乡市红十字会请缨。他说：“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是红十字会志愿者，我要为抗疫出点力。”

身为萍乡市红十字会心理救援队副队长，夏云剑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的情绪容易波动。于是，他组建

“萍乡市湘东区心理服务热线”，创建江西省心理卫生协会
萍乡站的心理援助热线。全市共开通 11条心理援助热线，
100余名心理专家和志愿者参与到热线服务中来。其中，夏
云剑负责4条热线，参与了800余人次的解答服务。

疫情期间，市民的心理援助需求很大，有时一个咨询电
话未挂断，另一个电话又响起。夏云剑说：“我们是 24小时

‘不打烊’的心理援助热线，不管对方何时来电，都会耐心细
致地为每一名求助者服务。”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夏云
剑就是这样载着满满的正能量，在爱心救援路上越走越
坚定。

发展“写生经济”
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邹晓华

鄣村写生风情街道古朴雅致，乡野田园写生村落游人
如织……近日，记者走进“中国写生之乡”婺源县沱川乡，金
黄田野、徽派民居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秋日美景，街头巷尾不
时闪过写生客的忙碌身影，一张张画纸上弥漫着乡愁、丰收
与希望。

沱川乡境内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个、中国传统村落
1个。近年来，策应婺源旅游发展战略，该乡立足资源优势，
创新旅游发展举措，年接待写生游客 5万余人，年创写生旅
游综合收入逾 5000万元，培育壮大了独具特色的“写生经
济”。“我们结合美丽集镇建设，打造鄣村写生风情街道，搭
建夜间经济艺术长廊。同时，服务华泰旅游休闲小镇项目
建设，打造一条以活力商业街、主题精品街和艺术休闲街为
主题的艺术水街。”乡党委书记段萍介绍。

据介绍，为保护生态环境，沱川乡先后投入资金 900余
万元，开展以村庄整治为主要内容的秀美乡村建设，提升农
村人居综合环境。同时，整合资金 650余万元，深入实施污
水处理工程，建设 6个污水治理管网和终端，建立写生污水
管理河长机制，实施农村面源污染“十大整治”工程等。

在建设“中国写生之乡”过程中，沱川乡着力解决百姓
的急难愁盼问题，促进和谐发展。近年来，该乡积极向上申
报项目，争取到德上高速公路在沱川设置 1个高速出口，原
有公路也纳入“四好农村路”县道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全力
推进平安建设，覆盖全乡区域的 52个雪亮工程点位全面启
用。成立写生研学整治专班，联合市场、公安、消防、旅游等
部门，不定期就写生基地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住宿安全等
开展联合检查。加强写生基地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管理教
育，督促写生基地引导学生增强环保意识。

“你好。刚才是不是你骑了一辆
共享电单车停放在赣通路的机动车泊
位内？现在请你到交警岗亭接受处
罚。”9月17日，南昌一市民因违规停放
共享电单车被交警处罚的新闻引发网
友热议，这是南昌市对电单车加强管
理的一个缩影。督促上牌，加强源头
管理……南昌市打出一套“组合拳”，
让电单车上路更加有序、规范。

共享电单车上牌，执法有抓手

“以前共享电单车没有上牌，除非
是路面交警现场拦停处罚，否则很难
找到违法当事人。”南昌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直属二大队民警吴思宇介绍，
自9月开始，南昌对共享电单车实施配
额管理，并要求中标企业投放的共享
电单车全部上牌。交警对骑乘共享电
单 车 违 法 或 违 法 乱 停 行 为 都 有 了
抓手。

据介绍，共享电单车的车牌含有
嵌入式芯片，对交通管理帮助很大。

从 10 月开始，对骑行共享电单车
闯红灯、逆行、不按道行驶被电子警察
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南昌公安
交警部门将抄告车辆所属企业，企业
核实骑行人信息，由公安交警部门和
企业共同以短信等方式通知骑行人在
15日内接受处理。对无正当理由逾期

未处理的，共享电单车企业会将其纳
入“黑名单”，限制其一个月内不得使
用共享电单车。超过 3个月仍未处理
的，交警将抄告南昌市所有共享电单
车企业，限制其在全市范围内使用共
享电单车。

社会电单车上牌，使用更规范

最近几天，市民经常能看到有的
电单车被贴上了“小黄单”，上面印着：

“您的电单车尚未悬挂号牌，请尽快办
理，否则将依法处罚并抄告所在单位、
社区。”这是交警、城管、社区联合开展
的无牌电单车整治行动，意在全面推
动电单车上牌，实现电单车的规范
使用。

“为了方便群众上牌，南昌交警设
置了 13个固定上牌点、35个临时上牌
点，根据属地街办、社区收集的群众上
牌需求，提供流动上牌服务。”据介绍，
交警部门将一方面整治无牌电单车，
一方面为群众提供便捷的上牌服务，
对符合标准的电单车，如因发票、合格
证遗失而无法上牌的，可提供经销商
或社区证明以及本人承诺书，容缺为
群众办理上牌业务。

据了解，自9月12日开展无牌电单
车整治活动以来，至 9月 25日，交警部
门共为26503辆电单车上牌。

今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我省已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如
何更好地实现养老敬老？我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电话咨询热线12333有妙
招，设置老人VIP接听服务、咨询养老
保险待遇发放等内容。可以说，一个简
单的服务改变，让江西的老年人在全国
各地就可享受关于社保卡、基本养老金
上调等咨询的适老化服务。

专设接听服务

“您好，欢迎致电江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咨询服务热线……老年人
服务专席请按 2。”这是拨打 12333 电
话咨询热线的提示音。与以往不同，
12333电话咨询热线专门为老年人开
通服务专线，提供人性化服务。

据了解，在 12333 电话咨询热线
服务对象中，退休人员占了很重要的
一部分。他们偏爱使用热线电话咨询
政策、办理业务、反映问题等。这时，
话务员每周会及时与相关单位对接联
动，掌握新出台的政策文件，确保回答
口径及时、准确。

“姑娘，麻烦你再等等，我找找身
份证……”9月 26日 10时，在 12333电
话咨询热线现场，话务员李薇薇倾听
老人诉求，等待老人下一个问题。考
虑到老年人听力不好、语速缓慢、新事

物接受慢等特点，12333 电话咨询热
线专门挑选脾气温和、声音悦耳、政策
业务精通、责任心强的话务员专职接
听，向老年人提供更加贴心、细心、耐
心的VIP服务，实现老年人不出门、不
排队就能咨询、办理业务。

服务链条延伸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
术方面遇到的困难，12333 电话咨询
热线开通“亲情服务”“工作人员服务”
等功能，可由家人或工作人员帮助老
年人查询社保待遇、进行社保待遇资
格认证等。

近日，一位随子女在上海居住老
人的社保卡丢失了。她拨打 12333老
年服务专席进行咨询。

话务员耐心地回复，得知老人不
会手机操作，便及时发送相关业务短
信到老人手机上，让其家人帮助办理
线上补换卡业务。

12333 电话咨询热线对老年人
“听不懂、记不准、记不住”等问题同步
提供短信推送服务，让老年人及家人
不跑腿、不排队就能及时有效解决实
际问题。自今年 4月开通 12333老年
服务专席以来，累计接听群众来电
11942 人次，发送短信 322 条，投诉率
为零。

14世纪初，一位名叫汪大渊的南昌
籍航海家来到东非索马里等地，并在著
作《岛夷志略》中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
闻，成为历史上江西和非洲沟通交流的
开端。700年后的今天，江西和非洲的经
贸合作早已变得密不可分。

9 月 26 日至 29 日，第二届中国-非
洲经贸博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本届博
览会以“新起点、新机遇、新作为”为主
题，江西省首次获邀担任主题省，同时还
举办了中国（江西）-非洲国家经贸合作
推介会。博览会期间，记者现场感受到
了无处不在的“江西力量”，江西与非洲
经贸合作的美好前景让人振奋。

“江西成为本次展会的主题省，是对
近年来江西和非洲合作丰硕成果的认
可。”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经贸博览会主展馆
除了东道主外，只有两个省拥有独立展
区，江西便是其中之一。

走进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江西展区

的位置十分显眼，展品涵盖多种类型。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家景德镇民营
企业展示的智能咖啡冲泡机器人。记者
看到，智能咖啡冲泡机器人只用3分钟，
就把一小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冲
泡成一杯浓香四溢的手冲咖啡，吸引了
不少中外嘉宾驻足。

在展区里，一款看起来不太起眼的
青蒿软膏，同样引来不少咨询者。该软
膏是南昌一家民营企业生产的，主要用
于防止蚊虫叮咬、预防疟疾，是很多非
洲人民的刚需，在 2019年首次参加中非
经贸博览会就成为热门展品。今年，该
企业整合资源，打造出升级款的便携式
疟疾防控箱，集监测、预防、治疗等多种
药品和卫生器械于一体，备受参展客商
关注。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江西展区的展
品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进口自非洲的商
品，比如江西中煤进口的埃塞俄比亚咖
啡，江西地矿总公司在纳米比亚开发的

大理石制品“卡里冰玉”等；二是江西出
口非洲的传统商贸产品，如江西绿茶、中
药制品等；三是最能体现江西制造特点、
具有较高科技含量、适合非洲市场的潜
力商品，比如江铃负压救护车、晶科太阳
能光伏板、小型污水处理器等。

在江西展区之外，“江西元素”也频
频闪现。在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台上，
江西援赤道几内亚示范农场生产的“中
赤稻香 8 号”大米等产品摆在了显眼位
置。据了解，在江西企业技术人员的帮
助下，该国改写了不能生产水稻的历史，
单季亩产达非洲一般水稻产量的3倍。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如今，江西
已和非洲 54 个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关
系。2012年以来，江西累计从非洲进口
商品总值达 89 亿美元，年均增长约
10%。据商务部统计，2020 年在全国各
省（区、市）中，江西对非贸易额排名第11
位；对非直接投资排名第2位；对非承包
工程新签合同额排名第 4 位，完成营业

额排名第2位。
如今，“江西工程”“江西投资”“江西

援助”已成为推动非洲发展的重要动
力。仅在今年，我省企业就已移交了赞
比亚卢萨卡卡翁达国际机场、加纳阿克
拉四层互通立交桥、莫桑比克科隆马娜
大坝等一批标志性工程；赞比亚江西经
济合作区一期工程已完成，瑞雅陶瓷工
业、正邦集团埃及饲料厂等重点项目正
加速推进；江西在非企业每年直接聘用
当地员工近2万人，提供医疗服务超760
万人次，打出饮用水井 8000 口，累计为
49个非洲国家培训政府官员2757名。

下一步，我省对非经贸合作将强化
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鼓励和支持企业更多
以“投建营一体化”“投资工程”等模式参
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推动江西与
非洲国家开通直航航班，继续鼓励和引导
企业扩大对非咖啡、可可、腰果、水果、牛
羊肉以及红酒等特色农产品和食品的进
口，赣非经贸朋友圈将会越来越大。

9月28日，在丰城市梅林镇境内，国网电力施工人员攀爬百米高空在南昌-长沙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
线路工程铁塔上进行紧线作业。

据悉，该交流工程作为华中特高压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电网公司“十四五”首条特高压交流
工程。工程建成后将实现四川雅中至江西±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满功率运行，以及清洁能源的
跨省优化配置。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高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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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感受“江西力量”
本报记者 朱 华

12333有了老年人服务专线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打出“组合拳”规范电单车
本报记者 蔡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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