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岁的祁建光是驻鹰潭央企中铁十一
局桥梁公司职工，河北省徐水县人。2 岁
时，祁建光母亲离家出走后，父子俩从此相
依为命。

2010年，积劳成疾的父亲祁文江被确
诊患有脑梗塞，随后身体每况愈下，到2015
年下半年已严重到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
理。考虑再三，祁建光毅然决定带着父亲
到项目工地上去，每天细心照料。他说：

“工地在哪，就把父亲带到哪；父亲在哪里，
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身高一米六的祁建光只有 40多公斤，
皮肤黝黑、双手粗糙，常年穿着一身蓝色
的工作服。父亲祁文江体重 60 多公斤，
瘦小的儿子每天要给不能动弹的父亲喝
水、喂药、吃饭、翻身、擦洗，难度可想而
知。

每天天还未亮，祁建光就得早早起
床。祁建光首先起身兑好温水给父亲润
润喉咙。喂过水后，该给父亲换纸尿裤
了。他扶起父亲侧身，撑住身体，慢慢取
下纸尿裤，换上新的……虽然已十分熟
练，但每次换完祁建光都是一头的汗。简
单梳洗后，先给父亲喂容易消化的牛奶、
蛋糕，自己再匆匆塞几口，若是赶时间，便
拎着路上吃。

祁建光说，每天早上最难的，是给父亲
喂药。吞咽困难的祁父要吃下胶囊并不容
易，说不出话的他只能看着儿子手中的饮
料瓶示意，嘴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就
表示还没咽下，要继续喝水。每次喂完要
吃的8粒药，得足足花上十几分钟。

一声父亲，喊出了“你把我养大”的感

恩之情，也道出了“我陪你变老”的朴实承
诺。为了照顾好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的父亲，祁建光坚持把父亲带在身边，高铁
建设项目到哪里，就将父亲带到哪里。祁
建光不仅把父亲照料得很好，在工作上也
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新时代青年孝老爱亲、
自强不息、敬业感恩的可贵品质在他的身
上熠熠闪光。

“我庆幸生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好时
代，大家的帮助铭记于心。”祁建光说。祁
建光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受到社会的广
泛认可。一时间，“带着父亲建高铁”的祁
建光成为寒冬里的一股暖流，许多人被其
感染、为他点赞。

在工地上，祁建光总是上班最早、下班
最晚的那一个；从项目设备部调到试验室，
从头学起的他没日没夜钻研了一个月，基
本掌握了上百项试验工作的全部流程和方
法……由于能吃苦、业务能力突出，祁建光
于2016年8月被提拔为试验室副主任兼力
学室负责人，当时他参加工作还不到两年。

了解到祁建光在工作之余还要照顾瘫
痪在床的父亲，同事们都十分佩服。建设
高铁和照料父亲都是费神费力的事情，祁
建光却靠着“勤学苦钻拼命干”的精神，用
他瘦小的肩膀同时扛起了工作和家庭，像
个停不下来的陀螺，践行着爱岗敬业的朴
实信念！

祁建光：带着病父建高铁
本报记者 邹晓华

他，21 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妻子，从未
言悔；21年来，他手写 8本“病历”，记录了
妻子病情，更见证了他照顾妻子的细心、
用心。

“老王是重情重义的好丈夫。”邻居们
如是评价。他，就是会昌县文武坝镇居民
77岁的王必盛老人。4月5日，中央文明办
隆重发布 3月“中国好人榜”，王必盛光荣
上榜，入选“孝老爱亲好人”。

王必盛和妻子刘桂淑是早先的共大同
学。在学校时，两人经人介绍相识相恋，并
于 1962年走进结婚殿堂，婚后育有两子一
女，一家五口的生活简单而美满。1996年
和 1997 年，刘桂淑接连两次突发脑溢血，
虽多次住院治疗，但效果不理想，恢复得很
差，导致半身瘫痪。起初那几年还能勉强
行走，但是后来病情加重，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

妻子患病后，儿女们都忙于工作，王必
盛便担负起照顾妻子日常生活的责任。为
了避免妻子长期卧床造成背部溃烂，他每
天坚持用热毛巾为妻子擦拭后背；害怕妻
子手脚肌肉变形萎缩，他又从网上自学了
推拿按摩。虽然长期在床，刘桂淑从来没
有生过褥疮，也没有用过纸尿裤。她的卧
室干净、亮堂，没有异味。隔壁邻居 79 岁
的张镇清说：“刘桂淑没有生褥疮，没有肌

肉萎缩，病情虽然没
有明显好转，但

得到有效

控制，做到这些，王必盛难能可贵。”
“今天原本较为稳定，但起床后6:50开

始，脚不停抖动，直至 18:00 才稍微稳定
些。”记者随手翻看王必盛手写的一天“病
历”。

为了便于观察病情变化和身体康复情
况，王必盛从妻子患病开始每天坚持记录
病情。“我每天记录脉搏、颤抖和天气情况，
这样医生问起来，我就什么都能答上来，医
生才好对症下药。”王必盛说。

“我父亲就是一门心思要治好我母亲
的病，这种信念支撑他到现在。或许，他当
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记这么久。”儿子王志
平说。王必盛说，对妻子做进一步治疗已
经意义不大，现在以病情稳定为主，自己老
了，记忆力不行了。所以他现在更需要写

“病历”来提醒自己。
“有他在，我很踏实。”温暖的阳光下，

王必盛端着一碗捣碎的苹果，一点一点地
给妻子喂食。吃着苹果泥时，75岁的妻子
刘桂淑像孩子般笑了。

他每天除了照顾妻子吃喝拉撒睡外，
要多次给妻子按摩活动身体，一忙就到深
夜 11时多。他晚上睡得也并不踏实，每隔
一两个小时就要扶妻子起来小解，半夜还
要喂喝白开水。

随着年岁增加，儿女们担心父亲吃不
消，纷纷争着出钱请人来照顾瘫痪的母
亲。“别人照顾我不放心，她也很难适应。”
见老人如此坚决，孩子们也只能顺着他。
回想过去照顾妻子的经历，王必盛淡淡地
说：“能这样陪着她，看到她乐观地活着，我
就感到很幸福了。”

王必盛：照顾瘫妻21载
本报记者 鄢朝晖 唐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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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我省服务行业盈利面扩大
本报讯 （记者刘斐）4月 6日，来自省统

计局服务业统计处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20.00亿元，增长 14.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1.3个百分点。其中，全省规模以上非公有制
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178.72亿元，占规模以
上服务业的55.9%，同比增长15.9%。

数据显示，1-2月，32个规模以上服务业
行业中，我省有 30 个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其中19个行业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其
中，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23.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28.1%，
研究和实验发展服务业增长 36.5%。全省规
模以上商务服务、居民服务、文化等社会服
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84.91 亿元，增长 26.7%，
其 中 文 化 、体 育 、娱 乐 业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55.0%。

今年 1 至 2 月，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 39.96亿元，增长 12.8%。服
务业行业大类中，有 25个行业实现盈利，盈
利面为78.1%，同比扩大3.1%。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
习生雷诺纯）3 月 28 日、29 日，本报
连续报道了南昌县境内的沪昆高
铁、京九铁路沿线存在脏乱差现
象。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涉及报
道内容的向塘镇、莲塘镇积极落实
整改，使得脏乱差问题得到解决。

3 月 28 日，《污水横流 沪昆高
铁高架桥下成了洗车场》刊发后，引
起了国家铁路安全管理局上海分
局、南昌市铁路护路办、南昌县政
府、向塘镇高度重视。次日下午，铁
路高架桥下污水池被全部清理，停
放车辆被全部移走，搭建的临时建

筑全部被拆除。3 月 30 日下午，国
家铁路安全管理局上海分局在向塘
火车站派出所召开协调会，向塘镇
政府、南昌工务段、南昌铁路局等10
个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并商讨
了整改方案。

4月 6日中午，记者暗访发现搅
拌站料棚已拆除、洗车池管线全部
拆除且土地得到平整，围墙、护栏封
堵到位、工程余土已全部清理、道路
已清洗干净。南昌县向塘镇负责人
告诉记者，一周时间内，先后组织公
安、城管、环卫等人员力量、设备，对
高架桥下污水池以及停放车辆、堆
放沙石等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的问题
进行整治。对搅拌站采取了停水停
电等停产措施整改，平整场地 3000
平方米。

“经过集中整治后，已安排城

管、卫生部门定期巡查。”向塘镇负
责人表示，已经开始对铁路进行专
项整治，同时保持与铁路部门密切
沟通，互通信息，依法依规保障境内
铁路沿线安全和卫生环境，确保问
题不反弹。

而针对《乱搭乱建泛滥 煞了省
城“南大门”风景》报道中所涉及的问
题，南昌县莲塘镇召集沿线村、社区
明确各自责任范围，明确专人负责，3
日内完成了所涉及的问题整改。

此外，两次被曝光后，南昌县紧
急下发通知，要求对全县境内铁路
沿线安全保护区内隐患进行一次全
面排查。目前，该县清理户外广告
1494处，对沿线乱搭乱建、有碍观瞻
的建筑物、鸭棚等进行了拆除或规
整，拆除旧房等建筑454栋，鸭棚、猪
圈等1355个。

汤成业（化名）在去年公安部打
击“重金求子”诈骗中，因没有参与诈
骗，只是负责成员的生活而被“放”回
家。3月30日，汤成业一直忙着栽种
果树，无心接受记者采访。他身后就
是“振兴我村特色产业、带动尧咀经
济发展”的宣传标语。

余干县江埠乡尧咀村从2010年
开始，其“重金求子”诈骗在全国臭
名远扬，成为被公安部点名的7个职
业电信诈骗犯罪重点地区之一。去
年 9月，我省重点打击当地“重金求
子”诈骗犯罪后，尧咀村开始由乱到
治，同时，余干县江埠乡加大力度实
施精准扶贫工程、加大基础设施投
入后，尧咀村成了余干县“秀美乡
村”样板。

铲除诈骗土壤 改善
村风民风

3月 30日下午，天空飘着细雨。

只有在村入口处的《江埠乡尧咀村
简介》中，还能看到，尧咀村曾是公
安部整治“重金求子”诈骗的重点区
域之一。

村党支部书记汤青海对记者的
到来，没有过多的言语。他径直将
记者领到了尧咀村小学。“这里原来
一至六年级，约 20 名学生，现在有
200多名学生了。”他说：“把孩子放
在家读书，等于把心安了下来，不再
外出走歪路。”

尧咀村地处余干县西部，由于
之前交通不利，人多地少，生产条
件落后，就业困难，导致从事电信
诈骗活动的人员较多，甚至尧咀
村一度成为“重金求子”电信诈骗
的代名词。江埠乡党委书记李建
军、乡长胡耀明同是去年 6 月从其
他 乡 镇 交 流 到 此 。 他 们 告 诉 记
者 ，上 任 不 久 ，外 出 开 会 或 者 学
习，有的兄弟单位同志看到我们
递上的名片，都会有一种异样的
眼光。

去年 9月，从省里到上饶市、再
到余干县公安部门，积极参与打击

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
挂牌督办的余干县“重金求子”电信
网络诈骗专案，批准逮捕103人。

“一手严打，一手治理。”李建军
表示，县里派来的工作组以及乡里
在职的每一名干部全部上阵，一对
一进行法制宣讲，加强对当地民众
的法律教育，从思想上改变他们诈
骗谋生的观念。

“许多加入‘重金求子’诈骗的
多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胡耀明告
诉记者，在县城却长期存在“缺工”
现象，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春节后，县里就为尧咀村村民量身
提供了近千个就业岗位，结果有200
多人成功就业。

正是通过综合治理，铲除了诈
骗土壤，改善当地村风、民风。尧
咀村纠纷调解室台账从春节后再
无新的纠纷调解记录。调解室理
事长告诉记者，原来通过诈骗一夜
暴富，让他们心里有了扭曲，每月
有 10 来起纠纷，闹到乡里、县里是
常事；现在从春节后，尚未发生一
起纠纷。

修缮基础设施 振兴
特色产业

在尧咀村采访，记者了解到一
个关于“永丰电排站”的故事。这个
电排站坏了 10多年没人修理，无法
使用。汤青海说：“原来都外出打
工，没有人来种田地，大家也就无心
去关注电排站的好与坏。”

正因如此，在家种田的人只能
“看天吃饭”。而在打击“重金求子”
之后，修“永丰电排站”成了余干县
长黄胜富一直督促的事情。“按理，
这个小小的电排站排不上县长关注
的议事日程。”余干县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而正是看中了其修缮后，让
村民旱涝保收之后的“安民”。而在
尧咀村农网改造、垃圾处理等“安
居”措施也在春节前改善到位。

针对“重金求子”暴露出来的系
列管理问题，江埠乡一方面进行反
思，抓产业建设，制定了一些相应制
度和措施。为了让村民通过正当产
业脱贫致富，乡政府积极引导成立

产业合作社，把现有资源利用起来，
加大力度实施精准扶贫工程，帮扶
村民通过合法手段脱贫致富。

尧咀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是当地
致富能手汤青海，他早在 2012 年就
成立了青海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去年新吸纳了 30户贫困户为社员。
合作社还聘请了村民从事养殖，每
月收入 2800 元至 4000 元。记者来
到青海水产养殖基地，看到数十个
圆形水池，鳜鱼、黄芽头等各类水产
应有尽有。

在村里采访时，村民们正在种
植果树。去年 11月，因时而成立的
青海果园产业合作社，把村里的土
地集中流转过来，让村民以土地和
劳动入股加入合作社，盈利分红。
现在果园面积已有100余亩，种植柑
橘、李子、梨子等经济作物。

“这些经济作物原来都是尧咀
村特色产业，因为无人管理种植面
积逐渐消失。”胡耀明说：“现在通
过产业吸引村民手脚，村民通过不
正当渠道致富的思想也得到了彻
底改变。”

本报都昌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李
跃）今年 4月 1日至 7日是我省第 36届“爱鸟
周”，都昌县多股生态保护力量围绕“依法保
护候鸟，守护绿色家园”主题聚焦鄱阳湖生
态环境、湿地生态系统、候鸟保护内容展开
多方位宣传。

都昌县是鄱阳湖区湿地特色最明显、越
冬候鸟资源最丰富的县，拥有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鸟类 7 种，以白鹤、东方白鹳为代表种
群，国二级重点保护鸟类38种，以小天鹅、灰
鹤为旗舰物种，为“中国小天鹅之乡”。

连日来，都昌县组织人员兵分两路，深
入到湖区、社区、广场、课堂等主阵地，摆放
展板、发放资料、举办讲课、问答咨询多方式
宣传生态知识，来到湖区源头向广大渔民宣
传非法捕捞螺蚌对鄱阳湖水质、湿地、候鸟、
渔业、江豚带来的危害影响，巡查整治非法
捕捞情况。

保护候鸟 大家行动起来

吉安吉州窑遗址完成安防工程
本报讯 （记者赵影 通讯员余大锴）日

前，记者从吉安县文物局获悉，吉安县吉州
窑遗址安防系统工程于近日完工。此项工
程于 2016年 4月正式启动，涵盖视频监控系
统、入侵报警系统、门禁控制系统、电子巡更
系统、防雷系统等。

据了解，工程共安装了56个高清红外快
球摄影机及 3个高清红外枪式摄像机，分布
在吉州窑遗址 24 个窑包周围及遗址出入
口。设备已正式投入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吉
州窑遗址、吉州窑景区的安全防卫水平，有
效避免文物遭到破坏。

据悉，吉州窑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位处遗址范围内的吉州窑遗址公园自
2013 年 11 月开放以来，接待参观游客共计
150余万人次。

鹰潭市阳光学校挂牌成立
本报鹰潭讯（记者钟海华 通讯员舒昕）

3月29日，鹰潭市阳光学校挂牌仪式在龙虎山
文武学校举行。据了解，挂牌成立的鹰潭市
阳光学校是全省第一家集义务教育、行为矫
正教育、职业技能教育、传统武术教育、国学
修身教育、心理辅导为一体的阳光学校。

鹰潭市阳光学校旨在帮助有不良行为
习惯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认知观，帮助他们
知礼明义、修身养性。该校在叛逆青少年的
转化教育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
理办法，将中华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引入课
堂，将职业技能教育融入矫正教育中，开设
写作、乒乓球、书画美术等课外兴趣小组，充
分挖掘学生潜能。

《污水横流 沪昆高铁高架桥下成了洗车场》追踪

脏乱差清理了 铁路沿线变干净了

昔日“重金求子”臭名远扬 今日全县“秀美乡村”样板

由乱到治 骗子扎堆的村庄脱胎换骨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雷诺纯

铁路桥下已整治完毕铁路桥下已整治完毕。。记者余红举摄记者余红举摄

本报讯 （记者赵影）近日，大广高速上
高服务区餐厅服务员黄航英拾到并归还失
主孙先生的 5万元提包的事迹，获得过往司
机、旅客的赞许。

3月 12日中午，大广高速上高服务区餐
厅刚过用餐高峰，餐厅服务员黄航英在收拾
餐桌时发现一餐椅上放着一个男士手提包，
她立即和上高服务区管理部和餐厅经理取
得联系，服务区负责人及餐厅经理赶来发现
包里有几沓厚厚的百元现金，经过清点，总
金额达5万元。

“当时我们通过票据上的信息辗转联系
到失主孙先生，和他打电话时，他才意识到
自己掉了包。”黄航英告诉记者，当时失主孙
先生已在驾车前往湖北的路上。当日下午5
点半左右，失主孙先生赶到了服务区，在与
服务区负责人核对后，领回了自己的包。据
了解，失主孙先生因赶路并未意识到手提包
落在服务区餐厅，当拿回自己遗失的提包
时，孙先生激动得握着黄航英的手连声道
谢。

餐厅服务员拾巨款还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