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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月 1919日日 1010时时，，上饶籍务工人员王上饶籍务工人员王
老美与开水房老板龚顺生寒暄后老美与开水房老板龚顺生寒暄后，，装满装满
两壶热水两壶热水，，往钱盒里放下往钱盒里放下 6角钱。到这
家开水房打水，她已坚持了 13 年。13
年来，3角钱一壶的价格从未变过。

如今，提着热水瓶去开水房打水的
景象已成为都市记忆。而在南昌市青
山湖区永人村，龚顺生的开水房却默默
地坚守。

龚顺生今年 62 岁。20 年前，他把
房子租给他人当开水房，因利润如白开
水般淡，老板换了两人。约 13年前，龚
顺生接手，经营到现在。龚顺生每天 8
时开始生火，到22时关门。13年间，小
型锅炉坏了2个。

“开水房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
少？”“1000元左右。”记者发现，龚顺生
的收入与付出并不对等。据邻居介绍，
这样的店面月租金 1500元左右。龚顺
生的爱人黄有冰告诉记者，龚顺生原来
是做电工的，13 年前月工资就超过
3000元。

是什么促使他接手他人不愿干的

买卖，而且一做就是 13年？原来，永人
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有 5000 多名外来
务工人员租住在此，人数接近本村人口
的 2 倍。务工人员租住房大多没有热
水器，用电热水壶烧耗电又费时，所以
习惯来这个便利的开水房。“5年前，我
就叫他把开水房关了，可他总说‘打工
的人不容易，关了开水房，对他们的生
活影响很大’。”多次劝说无果后，黄有
冰只好打两份工补贴家用。

中午 12 时过后，一些农民工陆陆
续续提着水桶来打水。看到记者采访，
几名工人忙说：“龚师傅，开水房一定要
坚持下去，我们总能打到热水，您为我
们做了一件大好事。”龚顺生笑了笑答
道：“放心吧，我知道你们在外打工不容
易，开水房不会关，也不会涨价。”

龚顺生的锅炉烧木柴，不少单位和
个人知道“不涨价”的开水房后，主动将
装修后的废木料送给他。龚顺生说：

“我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接受别人
的帮助，大家互帮互助，我们的锅炉才
会越烧越旺！”

一壶水 3角钱，价格 13年不涨，那
份温暖却在与日俱增。

本报万年讯 （记者吕玉玺）“感谢
你们救我妈妈，真正是人民警察为人
民。”1月24日，家住万年县黄金水岸小
区的居民夏经斌，来到万年县公安局城
区派出所，向民警王震、罗飞深深地鞠
一躬，感谢他们不顾湖水寒冷，跳入湖
中勇救母亲。

21日 17时 28分，万年县公安局城
区派出所接到 110指令，辖区锦湖公园
有人溺水。民警王震、罗飞，带协警肖
灵志立即赶往事发地。

“到现场时，天色渐暗。我们见靠
湖心亭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人，没有挣扎
的动作。”王震回忆说。湖水冰冷，还下
着雨，给施救工作带来难度。“当时顾不
上那么多，早一秒救人就多一线希望。”

已连续执勤近 60个小时、献过血、
还没吃饭、还有体力吗？……电光火石
间，王震已作出决定：“作为人民警察，
帮助群众是责任和义务！”王震迅速游
到溺水者身边，见溺水者的喉咙动了，
说明还有生命迹象。王震把溺水者拖
上救生圈。这时，罗飞从另一个方向游
向溺水者，接应王震把溺水者推回岸
边。经群众合力帮助，溺水者被救起，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半钟。
上岸后，王震和罗飞立刻展开急

救，直到家属来后，才穿上衣服，把溺水
者送上救护车。

此时，现场不少群众对民警的暖心
之举，纷纷竖起大拇指。

“当时，溺水者已出现肺下叶感染，
再晚一些则可能出现肺水肿，导致呼吸
衰竭。”万年县人民医院急救科肖医生
说，幸亏送医及时，溺水者经抢救已脱
离危险。

面对家属的感激，王震和罗飞只道
是职责所在，在完善接处警记录后，便
默默离开。

面对记者采访，王震、罗飞一致表
示：“情况紧急，群众的生命最重要，这
是身为人民警察的责任，受点冻也值
得。”

为走失的儿童寻找父母、寒冬中送
走失的老人回家、踊跃义务献血……谈
起王震、罗飞，城区派出所所长张小军
说：“他们不仅业务素质过硬，政治素质
和个人身体素质都十分过硬，一次又一
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警察的深刻
内涵。”

本月还要下两次雪
赣北局部有大到暴雪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实习生陈思琪）1月25日，
记者了解到，因冷空气频繁活动，导致我省低温持
续。监测显示，受冷空气影响，1月24日-25日我省北
部出现明显降温、降水和大风天气，截至 25日 16时，
庐山风景区、修水、九江县、九江市出现降雪。据预
计，至 1月 31日，我省将出现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25日晚-26日和 28日-29日有两次降雪，其中赣
北局部有大到暴雪。

本报讯（记者郑荣林、余红举）1月25
日，省发改委下发紧急通知，确保油气供
应稳定，做好电煤产运需衔接，切实保障
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必要时按照有保有限
原则，合理引导错峰避峰，确保民生用电
和重要用户用电。另外，记者从南昌燃气
集团了解到，南昌用气量由入冬以来的约
100万立方米骤增至 1月 25日的 146万立
方米，伴随着冷空气进一步来袭，预计南
昌日均用气量或超过170万立方米。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要科学安排电
网运行方式，优化电力调度，精心安排网
间电力交易，保证用电高峰期间多争取外
购电力入赣。全省煤电运各单位要全力
以赴做好电煤保障工作。在稳定油气供
应方面，中石化九江分公司要保障源头供
应，稳定成品油生产；中石化江西分公司、
中石油江西销售分公司要加强资源调配，
保障全省成品油终端供应；省天然气控股
公司、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江西分公司要加
强天然气供需形势监测分析，努力增加入
赣天然气资源，加强协调互供互保，确保
全省天然气稳定供应。

另外，南昌燃气集团提前准备，通过协
调购买省天然气公司计划外气源、积极参
加上海天然气交易中心竞拍采购LNG气
源。截至目前，南昌市天然气供应充足，未
出现停气限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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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部署 保煤电油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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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师生安全 南昌再发通知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 实习生刘

畅）1月25日，南昌市教育局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全市中小学校园
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校切实保障
校舍安全，确保师生以及国家财产安全。据
悉，这是本周内南昌市教育部门就应对恶劣
天气发布的第二次通知。

《通知》明确，各级各学校要严格安排好
低温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值班工作，落实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保持联络畅通，
确保有足够的力量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同
时，各校要严格信息报送制度。

铁路部门多种措施应对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1 月 25 日，记

者获悉，为保障旅客出行畅通，南昌火车站
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车站在验证口、检票口设置了移动指示
牌，将列车晚点或停运信息及时公布，同时
在售票处、红土情服务台加开退票改签专
窗，方便旅客办理业务。

记者还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
司获悉，南铁科学部署、有效应对，确保旅客
出行安全有序。另外，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
情况，采取停运、降速、迂回、增开临客等措
施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
降雪对运输秩序的影响。

省路政布控清障施救队
本报讯 （记者刘芝毅）1 月 25 日，记者

从省路政总队获悉，为有效应对低温雨雪恶
劣天气，省路政总队实施24小时三级值班制
度和定时巡查计划，全省高速路政系统近
1600名路政人员、600余名清障施救人员全
员参战。同时，全省 31 支清障施救队伍和
412辆设备在临崖高架及事故多发易发点提
前布控，确保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保桥梁畅通 南昌备好除雪物资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 月 25 日，记

者获悉，为确保跨江桥梁安全畅通，南昌市
大桥管理处及时启动《抗冻救灾应急预案》，
做好充分准备。

南昌市大桥管理处明确部门和人员职
责，所有人员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及时储
备环保型融雪剂 500吨，并将融雪剂提前存
放在八一大桥、南昌大桥、生米大桥和英雄
大桥附近随时备用。

寒冬·应对

▼全省天气

26日：赣北北部中雪，局部大到暴雪；赣
北南部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局部大雪；赣中阴
天有小雨或雨夹雪；赣南阴天，部分有小雨。

27日：白天赣北阴有小到中雨，其中
赣西北和沿江地区有雨夹雪或冻雨，赣中
阴有小雨，赣南阴天多云，部分有小雨；晚
上赣北北部雨夹雪转小到中雪，赣北南部
阴有小到中雨。

28-29日：维持低温阴雨雪天气，其中
28 日我省北部有雨夹雪或小雪，部分中
雪，局部大雪，山区有冻雨。

30-31日：气温下降。其中，30日赣北
赣中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赣南阴天
多云有小雨；31 日赣北赣中雨雪停转多
云，赣南雨停转多云。

▼南昌天气

26日：雨夹雪，0℃～2℃。
27日：小雨 0℃～2℃。
28日：中雨转雨夹雪，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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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高速桥梁交通管制
本报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夏睿德）1

月 25日晚，记者了解到，我省赣北地区多条
高速公路因桥梁结冰，实行交通管制。当日
20时，我省境内永武高速、都九高速、九江绕
城高速桥面结冰，全线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武吉段铜鼓和修水境内因桥梁结冰，带溪、修
水南、何市收费站入口实行交通管制。另外，
高速养护应急部门正开展撒盐除冰作业。

本报讯（记者刘佳惠子）1月25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全省商务主管部门积
极行动，采取措施，确保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及春节时期全省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
和成品油市场供应平稳运行。

1月 25日起，省商务厅启
动了生活必需品日报制度。
当前，蔬菜、粮油等生活必需
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未出
现断档、脱销等异常事件。

商务部门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

1月25日，南昌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大蔬菜、水果、肉禽蛋、粮
油等农副产品货源组织力度。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