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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牢记“有深度、有速度、有
力度、有精度、有温度”的服务理
念，架起连接投注站点与福彩公益
事业的桥梁。东到大路，西至韦
岗，136 个投注站点，13872 次年均
服务，他们用奔波和汗水换来沉甸
甸的收获。“十三五”以来，全市累
计发行福利彩票 9.39亿元，筹集公
益金 1.01亿元，有力弥补了政府公
益资金投入的不足。他们视销售
员为亲友，一句“有危难找警察，有
困难找市场部”就是对他们最高的
褒奖与肯定。他们就是市募办市
场部的全体党员。

兢兢业业，立足岗位无私奉献
镇江全市目前共有福彩站点

近 600 个，其中市区有站点 100 多
个，共有站点管理员3人，一人负责
约50个站点。

党员谢强同志的 50 多个站点
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站点都是远
离市区的投注站点。市场部工作
平凡而又辛苦，但肩负着为广大彩
民、站主服务的重任。党员赵宏俊
同志、韩菲静同志结合市场部工作
特点，总结出了“服务有深度、有速
度、有力度、有精度、有温度”的“五
度”服务理念。

在市场部党员同志的示范引
领下，每一位管理员都坚持“五度”

服务理念，对工作
投入极大的细致和
耐心。为保证终端
机无任何故障，每
人都练就了过硬的
维修技能，站主一
个电话，不论寒暑
他们随叫随到；为
站 点 配 送 宣 传 资
料，根据站点需求
安排走势图、查询
订票情况，配送即
开票是他们的日常
工作；遇到新站点开业，从门面装
修到空调等电器的安装，他们也都
要帮着操持。同时，为了增强站点
的主动营销意识，在巡查时，党员
同志还要针对不同站点的接受能
力，进行营销技巧等方面的培训。

以人为本，密切联系群众
党员谢强管辖的投注站点站

主老史是个残疾人，在日常交流过
程中，谢强发现老史因为腿脚不便
基本不怎么出门。谢强将此事记
在心中，并在去年年底单位组织的
一场公益观影活动中，主动将老史
带到万达影城看了一场电影。老
史表示已经好多年没有到大商场
逛过，这次活动让他感受到了城市
的新变化。

入党积极分子吕亚越每次去
位于正东路的站点时，总会和经营
者老陈多聊几句。吕亚越说“这个
老站点硬件条件差了点，老陈年纪
也大了，每天一个人守着站点，不
容易，怕他弄错了，亏了钱，给他讲
清楚点，也权当陪他坐会儿，解解
闷。”

同时，市场部党员充分利用
自身与投注站点联系紧密的工作
优势，主动了解投注站点站主、
销售员的生活情况，及时发现他
们的实际困难，方便单位党支部
予以帮扶。近两年来，根据市场
部党员提供的信息，市募办党支
部累计帮扶重病、急难、残疾站
主近10人次。

（汪卉 朱秋霞）

“五度”践宗旨，汗水谱担当
——镇江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市场部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历了97年的风风雨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的民政人紧紧围绕“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奋
发作为、勇挑重担，成就着不平凡的事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今天，本报就通过镇江民政系统不同岗位上的几则故事，为您展现镇江民政
人是如何在岗位上争做先锋、担当建功的。

民政先锋，岗位建功

热情服务，春风化雨

“我出来打工，没有找
到工作，不好意思，麻烦你
们了”“黑车把我丢在了服
务区，我赶着回家还有事，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了”“我
和家里闹矛盾，偷偷跑出来
了，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
办”……

受理科负责受理大厅
的求助接待工作。每年数
以千计的求助人员，他们中
有的是打工未果、有的是寻
亲不遇，有的是离家出走
……有的是眼前物质上、经
济上的困难，有的是心理上
的困扰，情况复杂。面对巨
大的工作量以及纷繁复杂
的接待情形，受理科的工作
人员从没有怨言。很多求
助者，都是带着“忐忑的心
情”来到救助站，他们觉得

“求助”并不是一件很光彩
的事情，内心很自卑。因此
读懂他们的“心语”很关
键。接待中，受理科的每一
位工作人员，都尽量如春风
化雨般与求助者交流、沟
通，缓解他们的心情，尽力
解决他们的困难。

“救助站虽不能解决每
个求助者的困难，但至少传
递出一丝温情与温暖”，这
是他们保持的工作理念。

坚持不懈，助力亲人团聚

“ 妈 妈 ，你 还 记 得 我
吗？妈妈，你还记得我吗？”
18 年后，湖北十堰的刘先
生再次见到了他走失多年
的母亲。都说男儿有泪不
轻弹，这个年过四旬的汉子
再看到母亲的那一刻，眼眶
里溢满了激动的泪水。他
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哽
咽地说：“你们就是我们的
救命恩人！你们就是我妈

的救命恩人！”
2018年5月16日，救助

站 上 演 了 一 幕 “团 圆 大
戏”，而这一幕的关键人物
就是受理科的同仁们。受
理科不仅负责求助人员的
接待工作，为流浪精神病人
寻亲更是工作的重点。文
中这位走失的母亲，患有精
神障碍，被救助站救助了 4
年，4年来受理科同仁们持
续不断地问询、查找，终于
在今年的 5 月查实了身份
信息，于是有了开头一幕。

寻亲是救助工作的永
恒主题，在救助工作中，有
这样的一群人，被称为“流
浪精神病人”，他们因种种
原因流落街头，寻找不到回
家的路。科室同仁们不抛
弃、不放弃，有百分之一的
希望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
力，帮助他们找寻家人，找
回亲情。家是一个人内心
最柔软的地方，每每碰到这
些一时回不了家的受助者，
每一位同仁都会不约而同
说出这样一句话，“放心，我
会送你回家的”，这既是宽
慰，更是一句承诺！

离家 18年的阿翠回到
了湖北十堰的家，离家 8年
的小路回到了安徽滁州的
家，离家 3年的小强回到了
贵州铜仁的家……近 2年，
受理科同仁们帮助近 40名
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找到
了家人。一幕幕失散亲人
团聚的场景，正在救助站不
断上演着，也将继续上演
着。

“如果因为我们的一点
小小努力，换来一个失散家
庭的团聚，我们的一个小小
的举动，让一个求助者感受
到社会的温暖，那我们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受理
科王菊龙说。

（朱秋霞 汪卉）

为爱寻家，小站大爱
——镇江市救助管理站受理科

他们是孤弃儿童的父母亲人，
更是他们的守护神。虽不能给孩
子们完整的家庭，但却努力给予父
母般的宠爱，让孩子时刻感受到爱
与温暖。他们努力学习医疗康复
知识，为部区收养的弃婴、弃儿提
供养育、预防、医疗、护理、康复。
通过“医康护”三位一体的专业服
务，抢救治疗250多人次，各种手术
矫治 200 多人次，康复治疗 38 人
次，为孤弃儿童的健康幸福成长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他们就是市福
利中心儿童福利综合部医疗护理
组的全体党员。

镇江市福利中心生活着这样
一群小天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
被父母遗弃，他们身上都有着不同
程度的残疾，他们都是被折断翅膀
的小天使。

儿童部现有儿童54名，残疾率

高达 95%，重度残疾
儿童 44名，其中，脑
瘫患儿 23 名，唐氏
综合征 9名，有的孩
子伴有2种或2种以
上残疾。

新时代的孤弃
儿童养育工作已经
不仅仅是让孩子吃
好穿干净，同时也需
要工作人员不断学

习医、养、教、康等方面的新知识、
新技术、新方法。只要孩子需要，
无论是在班还是休息，无论是白天
还是深夜，他们都会陪伴在孩子身
边。

曾经，他们从死神手中夺回一
条小生命。一名早产儿体重只有1
斤6两，只有成年男子的手掌大小，
患有新生儿硬肿症，体温调节中枢
不成熟，胃肠发育不全，无法摄取
足够热量来维持体温。入院后孩
子被及时放入保温箱抢救治疗，每
4小时测一次体温。由于婴儿胃容
量小，吸吮、吞咽及张力反射不好，
喂食困难，医护人员绞尽脑汁，用
滴管一滴滴喂养，半个小时一次。
第二天，当医生再给她做生命体征
检查时，一只小手轻轻握住了医生
的食指，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
容。大家在心里默念：“宝贝，相信

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你也要
加油！”就这样他们不厌其烦 24小
时守护着保温箱里的婴儿一个多
月，最终，孩子的生命体征逐步恢
复正常，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
症，3周岁时被国外一个家庭领养。

医疗是孩子们的基本保障，康
复教育是孩子们回归家庭、走向社
会的基础。医疗护理组的同志们
始终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为入院
儿童建立医疗护理档案，负责在院
儿童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护理工
作。他们根据孩子自身的情况制
定详细长期的医疗康复计划，从抬
头到翻身，从坐立到爬行，从站立
到行走，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
望，他们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
力。

针对脑瘫、唐氏患儿，进行手
法、辅助器具和理疗相结合的全方
位康复训练。除此之外，还开展进
食、穿衣、如厕等方面的日常生活
自理训练，开展穿珠子、推小车、翻
书等方面的精细动作训练。目前
共有38人次接受过康复治疗，其中
4名脑瘫患儿已能独立行走并学会
了自己穿衣、吃饭；9名脑瘫患儿已
经能够辅助行走；10名脑瘫患儿能
够坐立、翻身、爬行；2名脑瘫患儿
成年已融入社会，就业、成家、为人
父母。 （朱秋霞 汪卉）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镇江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儿童福利综合部医疗护理组

在社会中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衣衫褴褛、蓬头
垢面，他们睡在大街上，桥洞下，甚至在垃圾箱中找寻食
物，他们就是“流浪乞讨人员”；而同样在社会中也有这
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仅关注“流浪乞讨人员”，更关心

“流浪乞讨人员”。夏送清凉，冬送温暖，他们总是能及
时送去温暖与关怀，他们就是镇江市救助站的工作人
员，而受理科便是其中一个优秀的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