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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山越岭 只为送上光明
听区供电公司援藏人员周小龙讲述那曲的故事

千里支教 延续爱和担当
记赴台江支教的瓶窑中学总务副主任周方明

教育帮扶教师风采

本报讯（记者 陈坚）昨天，
市民钱先生致电晨报“我要帮您”

百姓热线，表扬南苑街道河南埭社
区中山花苑小区的雨污分流整治
工程做得细致扎实。

钱先生说，他不是小区住户，
但公司就在沿街商务楼里，上面看
下来一清二楚。工人们做事一丝
不苟，浇好的沥青路面和窨井盖之
间平整，一看就让人放心，政府做
这样的民生工程，百姓有获得感。

记者在中山花苑小区看到，雨
污分流整治工程已基本完成，施工

负责人王文见正叮嘱物业和保安，
确保路面4小时内不要通车。王文
见告诉记者，该工程是由南苑街道
委托区水务公司具体实施的。这
种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非常复杂，
120余住户要逐户排查，原有的地
下管网也要全部勘查清楚，所以工
程历时3个月才正式完工。

街道城建管理办公室主任陆
文亚告诉记者，为了尽量不影响居
民的正常生活，施工方案几上几

下，获得居民支持。街道在聘请监
理的前提下，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
带领科室项目监管组加强施工监
管，确保工程保质保量完工。

“工程施工非常注重细节，路
面都是当天开挖当天复原，虽然工
期和成本都增加了，但确保了安全
也不影响居民出行。”陆文亚说，

“街道还联系城管、社区，为居民找
好临时停车路段。所以居民都很
支持，3个月工期内基本无投诉。”

市民致电“我要帮您”热线点赞中山花苑雨污分流整改工程

“这样的民生工程，让百姓获得感满满”

（记者 吕波） 2017年 8月，瓶
窑中学总务副主任周方明积极响应
援贵扶贫攻坚计划，赴贵州省黔东
南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担任五
个班的政治教学任务。

克服困难 坚持学习

初到台江，水土不服，周方明几
个月下来，体重轻了不少。在同事
们的帮助下，他克服了生活上的困
难。可对他来说，尽快进入工作状
态，才是他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首先，因为两地教材版本不同，
支教老师备课量明显增大。虽说周
方明有多年教学经验，但为了给学
生呈现更好的课堂，他常常在宿舍
备课到深夜。

周方明到备课组报到的第一件
事，就是熟悉当地的高考试卷、研究
考点，以便明确日常教学的方向。
周方明一步步地适应着新的教学环
境，也逐渐体验到了支教生活的充
实和意义。

提升教学 发挥热量

在教学中，周方明一丝不苟，尽
最大的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为了让学生能亲其师信其教，
周方明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也
发现了不少不足之处，譬如：课堂互
动性不强、学生主动性不足、教学偏
向一面化等。

周方明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潜
力、观察潜力和审美潜力，大力挖掘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一改学生死记
政治和教师一讲到底的模式。在课
堂上，他大胆尝试让学生自己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让他们
成为学习的真正主角，充分调动孩
子们学习的主动性。

周方明在教学中总结出了“五
环节、两主体”的教学模式，通过角
色扮演、知识点击、难点突破、知识
小结、随堂练习等教学手段，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们学习新知
的劲头更足了，成绩自然也有了大
幅度提升。

除了民族中学五个班的政治教
学之外，周方明还担任了台江三中
课改小组顾问。他深入课堂，与三
中教师充分互动，发挥了“传帮带”
的作用，受到学校领导和同行的普
遍赞誉。

担当责任 彰显大爱

千里支教，周方明在承担繁重
的课务之外，还挂任台江民族中学
校长助理职务，全面参与学校建设。

在周方明的倡议下，瓶窑中学
启动“情暖冬日”义卖活动，在寒冬
到来之际，为台江民族中学和台江
三中的学生及时发放善款善物。他
还联系瓶窑双金机器公司，资助台
江品学兼优的学生。

支教有终点，努力没有终点。
周方明说，支教经历是他人生的宝
贵财富，为自己的工作生涯写下了
最别致的一笔。

周方明（右一）向贫困优秀学生赠送学习用品

电力时事通 本栏目由余杭区供电公司与本报联合推出

（记者 孙明姝 通讯员 张德
峰）前天，是南苑供电所班长周小
龙在那曲工作整一个月的日子。
记者当晚拨通他的手机，电话那
边，他刚从工程现场回到驻地，手
机才恢复信号。

10月 6日，国网杭州供电公司
对口帮扶那曲“三区三州”深度贫
困地区电网架设工作正式启动，周
小龙等首批帮扶人员抵达西藏。
他们对口支援的是那曲市色尼区，
到了那里周小龙才真正意识到，

“那曲”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开启人生中全新尝试

周小龙有近十年的配网工作
经验，是这次援建项目的“小队
长”。

9月下旬区供电公司召开动员
会后，周小龙主动报名。“以前从来
没来过西藏，这次援建工作很有意
义，是一次很好的锤炼。”周小龙
说，9月 26日当看到援藏名单中有
他的名字时，他很兴奋也很期待，
同时更感觉肩上的责任沉甸甸。

周小龙说，他开启了人生中一
次全新的尝试，“心里有向往，更有
忐忑，向往的是高原的神秘与山川

的壮美，忐忑的是高原的海拔与身
体的接受程度。”

第一次“邂逅”高原反应

在西藏有这么一个说法：远在
阿里，险在昌都，苦在那曲。

为期两个月的对口支援是那
曲色尼区，以高海拔平原为主，平
均海拔 4500多米，最高海拔 6500
米。2018年至 2020年帮扶配网项
目色尼区共 9项，涉及 11个乡镇，
需新建 10千伏架空线路 365.76公

里，新建配变 168 台，0.4 千伏
137.69公里，涉及用户3412户……

10 月 6 日，援藏小组抵达拉
萨，眼前的美景还没看够，一行人
就感到了身体不适。“心跳加速，一
种想呼吸却又吸不到空气的感
觉。”周小龙说。随后的几天，高原
反应时刻缠绕着周小龙，尤其是晚
上睡觉，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状态。

10月 10日，援藏小组抵达那
曲，到了西藏条件最艰苦的地区，
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援建工

作。那里的空气含氧量是内陆的
48%，连一棵树都难以成活。

每天奔波不言苦

“西藏地广人稀，一跑可能就
是四五百公里，最近的施工项目也
在距离驻地一百公里以外。”

供电人有“缺氧不缺精神、艰
苦不怕吃苦”的精神，周小龙等人
用一个月时间组织成立杭州援藏
（那曲）项目部、临时党支部，制定
项目里程碑计划、施工计划，参照
杭州标准切实提升那曲项目管理。

协调设计、监理、施工力量，在
短短的时间内有 8个项目开工，目
前已完成 1368根砼杆架设，超额、
超前完成既定任务，为后续推进色
尼区 3412户居民用电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一个月来，他们深入学校，为
小学生上安全用电教育课，帮助学
校检查用电线路；他们奔波几百
里，为仅有几户居民的小村庄送上
光明……在周小龙看来，能推进那
曲电网建设、助推西藏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帮助西藏那曲公司在
工程管理上得到切实提升，再辛苦
也值得。

周小龙周小龙（（左左））深入项目现场了解情况深入项目现场了解情况

百姓热线

扫码进入晨报融媒体
线上平台给我们留言

新闻线索一经采用将有报料奖金

关注民生 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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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帮您

1950年出生的朱长林，1968年入伍，
成为一名工程兵，入伍 6年里，打过仗、筑
过路、受过伤，不善言辞的朱长林从没和家
里人说过，自己曾获得过援老抗美战争的
勋章，也没有人知道他两条小腿上触目惊
心的伤疤从何而来。

回忆起伤痛的经历，朱长林没有太多
华丽的词汇。“记得应该是 1968年，我们在
内蒙古的军事工地筑路，我当时在上夜班，
现场正在开推土机、空压机打坑道，因为条
件限制，只能用马灯照明，结果不小心点燃
了现场渗漏的汽油。”朱长林比划着说，现
场存放着好几吨汽油，如果不及时扑救会
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朱长林想也没
想，就与另外一位战友投入到抢救中。他
们用沙泥覆盖起火点，忙着救火的朱长林，
在撤离物资时被火焰点燃了裤腿，布料燃
烧烫伤了两条小腿……

撸起裤管，是两段“花腿”，因此，哪怕
再热的夏天他都不愿意穿短裤。“当时因为
抢救国家财产，受了银嘉奖。”尽管烧伤程
度已经达到残疾标准，但朱长林却不愿意

去申请。后来，朱长林在军区医院休息了
大半年，便重新回到部队大家庭。6年时间
里，他辗转于安徽、内蒙古、湖北、北京、四
川、云南等地。朱长林自豪地说，召开中国
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自己
在天安门广场执勤。

1972年，朱长林所在部队前往老挝参
加援老抗美战争，一呆就是一年多。“当时
老挝内战，美国参与进来支持其中一派，我
们就帮助老挝抗美，那是真枪实弹的。”朱
长林回忆起战争年代，只说自己算比较幸
运的，“天上飞机轰炸，山上还有地雷；修路
的时候经常有大石块掉落，随时都有生命
危险。”

6年光阴，在朱长林的口中，是那样简
短。但那艰苦卓绝的岁月，变成伤痕印在
他的腿上，又换成荣誉被他所珍惜。一只
由中央慰问团所赠的“为全世界人民服务”
的杯子，朱长林一直舍不得用；一枚抗美援
老勋章，被他擦得铮铮亮；还有一张由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颁发的奖状，尽
管看不懂上面的字，却十分有分量。

“其实，他没有过多的跟我们讲以前的
故事，我们只知道他当过兵，他还是个老党
员，他很低调，一直保持着一颗初心。”看到
岳父拿出这堆“宝贝”，女婿朱解峰也分享
起了自己的从军经历。

1970年出生的朱解峰举手投足间依稀
有军人风范。“我自己家里也有人当兵，还
是老红军，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当兵梦。”
1988年，朱解峰踏上了从军步伐，成为东海
舰队的一名海军，在部队大熔炉里历练了4
年。

“参加过黄岩抗洪救灾，得过集体银嘉
奖；参加过军事演习；1989年中央有重要部
署时我们遗书都准备好了，后来因故取消，
那个年代当兵，真的很危险。”朱解峰说，尽
管自己经历过真枪实弹的危险，还是想让
自己的儿子接受军队的历练。

说到这里，一旁的朱毅豪用“根正苗
红”四个字接过了话，“父亲跟祖父都是当
兵的，受到熏陶，我想让这个家庭的家国情
怀薪火相传。”

良渚荀山村一家三代从戎 家国情怀代代传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盛世，良渚街道荀

山村朱毅豪一家三代都与军队结下不解
之缘。近日，朱毅豪参加完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夜间表演回杭，正式退伍回家，这个
有着优良传统的家庭正式完成三代从军
接力。

组稿 金晓榕 邱斌伟

眼前的朱毅豪一脸正气、眉宇间英气十
足。

1998年出生的朱毅豪，本着献身国防、
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在2017年入伍成为一
名武警战士。在部队期间，他刻苦努力、谦虚
向善，第二年就成为副班长，带起了新兵。在
部队虽只有短短两年，却在他的人生轨道上
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兵前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三次大型任
务。”朱毅豪说，入伍之前自己就在勾庄安检
站参与了G20杭州峰会安保，披星戴月；2018
年，参加了青岛上合峰会安保任务，一去就是
一个月；而让他以及全家骄傲的，便是献礼新
中国70周年阅兵活动的夜间精彩表演。

犹记得当天在电视机前观看阅兵时，亿
万中国人为阅兵方队、先进武器而自豪；也为
晚间的精彩表演而折服。

朱毅豪打开手机，找出一张大庆当天夜
间表演的图片，指着“国”字说，“当时，我就在
这里。”朱毅豪告诉记者，自己所参加的是精
彩项目专项任务，所在的是 3290方队，共有
3290个人，通过动态无间隔的流动表演，组
合成一幅幅振奋人心的新时代画卷。

那一气呵成的光影流动，依靠的是 3290
个光影屏光芒与色彩的千变万化，人与屏在
行进的表演中时而平面、时而立体、时而又闪
耀着钻石般的光彩……全长 5352秒的表演
最终完美呈现共计 133，800帧画面、1760w+
颗钻石光点璀璨的变幻，点亮每个激动人心
的时刻。而朱毅豪就是其中的一位身穿发光
服、手持光影屏的表演者。“每一个人的点位
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得熟记自己所在的
几百个点位，没有一秒钟的画面是相同的，每
一个点位都不能出现丝毫纰漏。”

为了达到世界一流，前所未有、万无一
失，3290名表演者封闭式训练了近 6个月。
朱毅豪回忆说，这 6个月来自己每天在训练
场、食堂、寝室之间“三点一线”地奔波，训练
最久的一次，早上5点钟起来到第二天早上5
点钟才睡觉，中间只休息三四个小时，要熟记
点位动作，并且根据组织及导演组的安排来
进行调整，强度非常大。

“表演当天，在过了安检后，我们整个队
伍的人，都是穿着成人纸尿裤的。虽然艰苦，
但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也经受住了考验。”
说到这里，朱毅豪拿出了自己由于圆满完成
任务所受的三等功勋章，心中也有些自豪，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能为祖国献礼，
我很幸福，一次受阅、终生光荣、全家光荣。”

说到这里，朱毅豪的母亲声音有些哽咽，
“这半年，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只说自
己外出任务。后来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
还是很骄傲的。当兵后，确实懂事了很多，也
懂得感恩，知道孝顺了，成长了很多。”

“部队和我就像海和浪花一朵，部队是我
的依托，我是部队的赤子，我对部队有感激之
心。“对于未来，朱毅豪也有了初步的打算，决
定先继续自己的学业，在生活中也将朝着”退
伍不褪色“的目标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我们三代人一起合个影，就在这块牌匾
下面。”记者临走时，朱解峰提议说。红艳艳
的“光荣之家”、党员家庭，金灿灿的“五好文
明家庭”牌匾悬挂在大门柱上，那是一家人都
引以为豪的。朱长林腼腆地举着小红旗，朱
解峰面带微笑，朱毅豪身姿挺拔，三个不同年
代的退伍军人，在秋日的余晖下同框而立，这
是跨越半个多世纪家国情怀的传承。

这个“三代接力参军”的故事 要从爷爷朱长林开始说起

朱毅豪接过从军接力棒 一次受阅全家光荣

从军两年从军两年，，朱毅豪获得的荣誉满满朱毅豪获得的荣誉满满 三位不同年代的退伍军人在秋日的暖阳下同框而立三位不同年代的退伍军人在秋日的暖阳下同框而立

训练中的朱毅豪训练中的朱毅豪 朱毅豪与战友们为新中国成立朱毅豪与战友们为新中国成立 7070周周
年夜间精彩项目作最后冲刺年夜间精彩项目作最后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