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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旭 通讯员吴庆国）8 月 3
日，顺丰速运（大连）有限公司凯旋经营分部宜

家园速运营业点快递小哥杨卫卫，再次来到辽

宁大连马桥子街道山景社区叠翠花乡小区送

快递，他下意识地往一栋楼上看去，外立墙面

还有被火烧黑的痕迹，住户正准备重新装修。

这片区域是杨卫卫负责的配送区，令他

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公司接受的消防知识培

训有一天会被用在这里。

7 月 23 日 15 时，杨卫卫像往常一样送

件。当天下雨，他就在一栋楼的房檐下给客

户打电话联系送件。“当时就闻到一股烧焦

味，后来味道越来越大，意识到可能是哪里着

火了。”杨卫卫顺着味道找去，看到一户居民

家窗户正在往外冒着黑烟，屋内还有火光。

于是，他赶紧拨打了消防电话，然后跑上

楼敲门，却发现没人回应。由于经常给这户

居民送件，他手机内存有对方的联系方式，便

立刻拨打了电话。

“大姐你家着火了，快告诉我门锁密码，

我去救火！”向居民说明情况并征得同意后，

杨卫卫拿到了门锁密码，立即冲进家中。

因火场情况不明，杨卫卫先在进门处找

到电闸并关闭。当时屋内浓烟滚滚，腰部以

上都是烟，能见度很低。他弯腰顺着浓烟在

厨房灶台发现起火点，便迅速关闭了天然气

阀门，打开窗户，然后开始救火。

一会儿工夫，杨卫卫就被烟熏得难受，赶

紧跑到卫生间拿一条毛巾浇水后单手堵住口

鼻来对抗浓烟。发现厨房的水管水流太小，

他又直奔卫生间，看到地上有一大盆洗澡水

还未倒，直接用盆舀水救火。

就这样大概往返了厨卫 20趟，火才被彻

底扑灭，不远处也传来了消防车的警笛声。

“公司工会每半年进行一次大型消防演

练，我接受过消防训练，掌握基本的救火常

识。”杨卫卫说，他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同时救

火，并将火势控制直至扑灭，没有让火势蔓延

至整幢楼，造成更大的损失，他觉得自己这次

的任务完成得很完美。

7月 25日，该住户特意找到杨卫卫表示感

谢,小区内的许多居民也都为他的行为竖起大

拇指。27日，大连市总工会、大连市甘井子区总

工会一行专程来到宜家园速运营业点看望杨卫

卫，对他见义勇为、英勇灭火的行为予以高度赞

扬，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物资予以鼓励。

据了解，去年 12 月，大连市快递行业工

会联合会正式成立，5000 余名快递小哥加入

了工会大家庭，杨卫卫就是其中之一。下一

步，大连市甘井子区总工会将为快递车辆配

备应急抢险设备，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做好

应急培训与保障。

“大姐你家着火了，快告诉我门锁密码，我去救火！”

快递小哥“教科书”式救火获赞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实习生谢迟）7月 24
日，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电子政务分

论坛上，泛珠跨域通办服务专区正式上线。

作为泛珠三角区域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

的重要成果，专区上线将为泛珠内地九省区

及港澳地区的企业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跨域办事服务。

据悉，此次泛珠跨域通办服务专区全新

上线，为企业群众提供超 1000项高频事项办

理，涵盖异地就医、社保、结婚、生育、户口迁

移、不动产抵押、企业准入准营等高频领域。

“广东省在深化跨省通办工作的基础

上，首次提出跨域通办的概念，覆盖市内、

省内、省域、港澳跨境全维度。通过优化不

同地域范围内的事项通办，实现域内和跨

域通办工作的良性循环。”广东省政务服务

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杨鹏飞介绍，泛珠跨

域通办服务专区集成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泛珠跨域通办事项管理中枢和广

东省“跨域通办”支撑系统三大数字政府平

台能力，通过统一事项标准、统一平台支

撑，突破性解决了跨省通办线下代收代办

效率问题，实现线下代收代办和线上一网

通办的深度融合。

同时，泛珠跨域通办服务专区重点推出

场景式线上导办，办事人只需简单输入想要

办理的服务，系统便可精准为其推荐目标服

务的线上入口。特别是针对各省之间事项名

称不统一、办理标准不统一、线下窗口代收代

办落地难等问题，广东省创新建成了泛珠跨

域通办事项管理中枢，为各省区“跨省通办”

窗口人员提供实时、统一、权威的办件标准查

询服务，方便窗口工作人员“照单”快速代收

“异地办件”。

线下方面，专区新推出的地图式线下

代办服务功能，根据需求精准定位最近的

线下“跨省通办”服务窗口，实现了线下服

务事项与服务窗口的精准匹配，避免群众

跑错路，让企业、群众可以随时办、随地办、

随心办。

泛珠跨域通办服务专区正式上线

超1000项高频事项实现随时随地随心办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约提克尔·尼加提

喀什的天空下起了小雨，正在快递站点

忙碌的钟春燕抬头看了看天，心里不免担心

起来。前几天赵君杰老人感冒发烧了，她带

着老人去医院时，医生嘱咐不要受凉。气温

一旦有些下降，她就担心老人照顾不好自己，

出现病情反复的情况。

钟春燕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极

兔速递的经开区片区负责人，19 岁就从四川

来到喀什打拼，赵君杰则是附近靠卖菜为生

的孤寡老人。两人的缘分，还要从 3 年前的

一场偶遇说起。

2019 年 12 月的一天，气温很低，天空中

飘着细碎的雪花，钟春燕在快递站点忙到晚

上 12 点才下班回家。走到喀什市嘉禾园小

区门口时，她看到了一位穿着破旧军大衣的

老人，面前摆着一个菜摊。老人冻得双手发

抖，却依然坚持着。

“老人显然是想把菜卖完再回家，但是这

么冷的天，路上根本没有几个行人。”回忆起

当时看到老人的场景，钟春燕仍然很动容，她

想到了自己的老父亲。

于是，钟春燕忍不住走过去问老人：“叔

叔，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你的孩子

呢？”老人抬起头，嘴唇颤抖，半天才说，“我

没有家，我的孩子 25 年前就死了……”说着

说着，老人哭了。看着老人用冻僵的双手抖

抖索索地擦着眼泪，钟春燕心里一紧，也跟

着落了泪。

她拿出身上仅有的 300 元现金，塞进老

人手里，说道：“叔叔，你赶快回家去吧，你的

菜我买了。”那一刻，她决定以后都要照顾这

名 80 多岁的孤寡老人。而这位老人，就是

赵君杰。

据赵君杰介绍，他出生于 1939 年，50 多

年前从山东来到乌鲁木齐，老伴很早就去世

了。1994年，赵君杰的独生女儿和女婿也遭

遇不幸，悲痛欲绝的他选择离开伤心地，只

身来到喀什，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的钟春燕。

回忆起 3 年来的点点滴滴，赵君杰心里

满满都是幸福。

“叔叔啊，我养得起你，你在家休息不

好吗，你辛苦了一辈子，我想让你享享清

福。”刚开始，钟春燕不想让赵君杰再去卖

菜，总是反复劝说。她不忍让这个 80 多岁

高龄的老人每天凌晨三四点就骑着三轮车

去批发市场批发蔬菜，然后站在街边一卖

就是一整天。

然而，赵君杰非常坚持，哪怕卖得不多，

也是自食其力。一段时间后，钟春燕明白了，

这是老人自己的坚守和尊严，便不再说什么，

只是默默支持。在她看来，老人有事做才更

觉得生活充实。

在生活上，钟春燕也尤其细心，不但给老

人买米面油和肉蛋，连调料都置办齐全了。

赵君杰小屋的桌子上，常年都放着红枣、豆奶

粉、芝麻糊等营养品。看到老人的被褥已经

破旧，钟春燕立即买来轻软保暖的蚕丝被。

抚摸着崭新柔软的新被子，赵君杰心里暖暖

的，放了一年硬是没舍得盖。

有一段时间，老人腿脚肿了，以前的鞋子

穿不上，钟春燕就拉着他去医院看病，还买了

更舒适的鞋子。赵君杰心疼地说：“你买鞋尽

买贵的，太浪费了，我买的鞋才 18块钱一双，

穿着也照样舒服。”看着唠唠叨叨的赵君杰，

钟春燕反而更欣慰，因为老人是真的把她当

作女儿那样信任依赖了。

“喀什给了我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我希

望能以微薄之力，为喀什做出贡献。”2012
年，看准迅速崛起的物流行业，钟春燕加盟

了 快 递 行 业 ，90% 的 员 工 都 是 维 吾 尔 族 。

每年春节期间，她都会把员工们叫到家里

来，给他们做“团圆饭”，大块羊肉、炸馓子、

拉面、抓饭满满一桌，让维吾尔族员工们吃

出家的味道。

员工们遇到困难，钟春燕也会全力以

赴。2021 年，员工阿布力孜·克木买买提的

妻子突然瘫痪，一家人陷入了恐慌和绝望。

接到阿布力孜·克木买买提带着哭腔的电话

求助，钟春燕坚定地对着电话说：“你别急，

我现在就赶到医院。”

到了医院，她帮着找医生，安顿病人，

主动垫付住院押金和医药费。阿布力孜的

妻子住院期间，她每天都会抽时间过去看

看治疗和恢复情况怎么样。“见到她，我觉

得自己和吃了定心丸一样，感到踏实和安

心。”阿布力孜·克木买买提感动地说。

疫情发生后，快递行业一时遭遇困境，她

没有放弃团队里的任何一个人，反而对大家

作出承诺：“你们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大家

吃不上饭。”

从外乡来到喀什打拼近 30 年，钟春燕

就像一颗蒲公英一样，在南疆的土地上播

撒着青春与爱。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

能感受到她那颗热烈的心，感受到她的关

怀与温暖。

冬日里天空中飘着雪花，卖菜老人冻得双手发抖

那一刻，她决定照顾这名80多岁的孤寡老人

贵州助力搬迁群众实现技能成长
本报讯（记者李丰）“参加企业的定期技

能培训后，我从一名初级工变成了缝纫熟练

工，一个月能拿 5000 多元呢！”8 月 3 日，贵州

省桐梓县搬迁群众刘茂林对记者说。桐梓县

经贸局通过引进相关企业，在该县移民搬迁

安置点开办就业扶贫车间，让刘茂林在家门

口接受“定岗式”培训，成为技能人才。

近日，贵州印发《贵州省促进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增收三年工作方案 (2022-2024 年)》，

提出在 2022年至 2024年，全省易地扶贫搬迁

脱贫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5%以

上，每年对搬迁群众开展订单、定岗、顶岗等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及创业培训 1
万人次以上，同时按规定给予企业每名搬迁

劳动力 500元至 8000元补贴。

今年以来，贵州省通过支持符合条件的

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新业态新职业、在岗技

能提升、高技能人才等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更

多的搬迁群众成长为技能人才。

在贵阳市云岩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等

地，当地政府及人社等相关部门通过整合党群

服务中心、农民夜校等培训点，直接把培训服

务送到搬迁户家门口；毕节市持续用好帮扶机

制，与 47地人社部门建立劳务协作关系，有组

织输出搬迁群众实现就业 1.04万人；六盘水市

采取“帮扶车间＋企业进驻”模式，引入小型电

子产品配建加工、皮包加工等低技术门槛企

业，让越来越多的搬迁群众成为熟练工。

除了抓实技能培训外，贵州还针对返乡

搬迁劳动力、安置区劳动力分类实施就业服

务，对今年以来新吸纳返乡搬迁劳动力稳定

就业半年以上的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按每人

500元标准发放一次性补贴。

8月 2日，工人在乌兰察布运达风电有限公司厂房作业。
近年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依托区位优势，引进风电装备制造企业，打造风电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助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产业集群助发展

结婚22年的外架工王琼和张兴科夫妇，在志愿者的
帮助下拍摄心仪已久的节日照。

8 月 1 日早上 7 点，中建四局莱蒙国际项目精诚志
愿服务队提前布置好活动场地，请来专业化妆师、摄影
师，为4对建筑夫妻拍摄照片，共迎七夕佳节。据悉，此
次活动是公司工会精心策划的“爱在七夕 情满工地”关
爱工友主题活动。化上精致的妆容，换上崭新的工服，
工友们一个个美丽动人、精气神十足。

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蒋仁婷 摄

工地七夕也浪漫

七夕来临，魏德刚和杨桂荣夫妇通过“碰杯”的方式
向记者展示夫妻之间的甜蜜。

8月的海南天气酷热，记者走进海南省海口五源河
公寓三期 K区项目建设现场。据了解，魏德刚和杨桂荣
夫妇常年游走于海南的各个项目工地，为自贸港建设添
砖加瓦。

本报记者 赖书闻 本报特约记者 李天平 摄

李晓娜看着丈夫魏亚来送上的鲜花，笑得合不拢嘴。
8月 4日正值传统七夕节，中建五局二公司蚌埠淮上

明居项目开展花艺活动，一线劳动者夫妻在辛勤工作之余
享受节日浪漫。

本报通讯员 周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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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者与子女共度暑期夏令营
本报讯（记者黄榆）“只用报个名，不花一分钱，孩子们就

能愉快地玩上一天。今天的夏令营活动圆了我两个孩子的

梦，也弥补了我对孩子的遗憾。”7月 31日，参加完云南省昆明

市西山区总工会举办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会暖春芽·小

小蜂鸟”暑期夏令营后，出租车司机薛文激动对记者说。

据了解，这也是云南工会首个专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

女开展的暑期夏令营活动，涉及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网约车

司机、货车司机、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房产中介员、商场

信息员等各行业务工者，共 50名子女参加。

在昆明融创雪世界和海世界活动现场，专业教练带领大

家掌握冰雪科普知识、了解冬季运动项目、系统学习滑雪基础

技巧并体验高山滑雪运动。下午，孩子们在“海世界”学习海

洋哺乳类动物知识、了解雨林动植物生长、观看白鲸生活习性

并通过 5D裸眼观影了解云南各个区域民族文化。

昆明西山区总工会副主席姚慰介绍，对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家庭的家长而言，节假日、饭点往往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暑假更是让家长们为如何看管孩子、如何让孩子的假期过得

更有意义而焦虑。

为此，西山区总工会特别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举办

夏令营活动，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关爱落到实处，丰富其家庭

子女的暑期文化生活。“希望通过开展系列夏令营活动，帮助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给孩子们

创造一个快乐、健康、有意义的假期，让他们在体验中学习、在

实践中成长。”姚慰说。

一线施工人员炎炎夏日享清凉
本报讯（通讯员乔研）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连续攀升，防

暑降温成为保障安全生产的关键。近日，中铁二十二局集

团地产荆门公司、京琨公司工会深入项目施工、销售一线，

开展“炎炎夏日送清凉”活动，为酷暑中奋战在施工一线、置

业顾问等人员发放凉茶、西瓜和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

品，并开展高温安全提示。

当前，荆门公司、京琨公司“大干 80 天”正如火如荼地

开展，项目部严格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做好疫情防控和防

暑降温工作，并把一份份关怀送到职工的心坎上。目前，

项目部严格落实防暑防疫降温各项措施，备足应急药品及

防暑物资，全力保障职工身心健康，做到人员安全和施工

进度“双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