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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册亨多措并举
鼓励群众返岗就业

——记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石廷林
记者 卢雁妮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疾控工作者，就
要有为国为民牺牲的勇气，要敢于为国家
为群众勇往直前，我们曾经消灭了天花，战
胜了非典，就一定能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
石廷林如是说。
石廷林现任义龙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疾控股、应急办负责人，因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中表现突出，新年伊始，被评为
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回想起过去一年中的抗疫经历，石廷
林依然记忆犹新。2020 年除夕前夕，一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传统节日的祥和喜
庆，1 月 23 日，贵州省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石廷林闻声而动，积极投身到抗疫中，他第
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并在“请战书”上
按上红红的指印以表渴望参与的决心，后
来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向州申请加入援鄂抗
疫队，成为了黔西南州援鄂医疗队预备队
员。
“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是我们最为光
荣的职责，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
候，我们就应该挺身迎难而上。”他时刻做
好准备，等待着一声令下，奔赴抗疫前线。
由于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他没能如愿，但是
他也不气馁，
“ 哪里需要我们就在哪里，无

论在哪里，
我都会尽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
石廷林就在办公室的过
道上支起了一顶蓝色帐篷。防控工作艰巨
而繁重，他白天开展各种应急处置，指导各
乡镇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晚上加班将收集的
各种数据汇总，书写汇报、开展各种评估。
他紧张而有序地开展着防控工作，
及时传达
和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各项防控措施。不
知有多少个夜晚，
他的办公室灯火通明。夜
深了，
累了，
就到帐篷里小睡一会，
饿了就泡
一桶方便面充饥，几个月下来，石廷林健硕
的身躯逐渐变得单薄起来，
同事们都看在眼
里，
关切地叫他少熬夜，
回去好好睡上一觉，
他却幽默地说：
“别看帐篷是搭在地板上的，
还可以治疗椎间盘突出呢！
”
石廷林在搞好防控工作的同时，还负
责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采样工作，刚开始
时，防控物资没有到位，他们就开动脑筋，
找替代物。
“ 办法总比困难多。”石廷林说。
没有防护服，他们就用连体雨衣代替；没有
防护面屏，就用摩托车头盔代替；没有医用
手套，就用洗衣手套代替。在面对高危人
群的时候，石廷林总是挡在最前面。
“ 这个
我来，你们做好防护，一米以上配合我就可
以了。”同事们都被他这种遇事上前，直面

危险的精神深深折服，在他的带领下，大家
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没
有一人抱怨，没有一人落伍，没有一人退
出。
义龙新区有确诊病例发生后，石廷林
时刻关注着病人动态，定时嘘寒问暖，细心
为病人解答各种疑问，当病人转至上级医
院后，石廷林通过微信、电话跟病人保持联
系，跟病人一起面对病魔，解除病人心理担
忧。当病人治愈出院后，石廷林由衷地感
到高兴，在病人居家医学观察期间，他竭诚
为病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耐心为病人
讲述疫情防控知识，安排病人生活垃圾的
处理等。当病人子女面临复学的时候，石
廷林主动对接上级疾控部门进行风险评
估，主动对接教育部门开展政策讲解，为病
人子女复学争取政策支持。他勤奋的工作
和真诚的关怀，感动着身边的人，受到大家
的一致好评。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
国家、
省、
州防
控措施系统化，要求更加精准化，石廷林细
心吃透每一项防控措施，
专研每一个防控方
案，坚决确保每一项防控措施的有序落实，
从人员管控、流行病学调查到环境监测、冷
链食品监测消杀、
重点场所、
重点行业指导、

复工复产复学指导、疫情风险监测评估，每
一项工作都精心部署落实。在复工复产复
学过程中，他主持开展了对中、高风险来区
人员核酸检测 7000 余人（次），指导学校开
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和特殊突发情况处置
工作，有力推进了复工复产复学。在 2020
年高考期间，
石廷林在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过
程中，
发现运输考生的大巴车上有工作人员
用酒精在车内喷洒进行消毒，当时是 30 多
度的高温，
酒精在密闭空间的空气中形成气
雾，
在车辆启动或其他有火源的情况下极易
发生火灾和爆炸，石廷林当即制止此种行
为，并立即汇报上级，召开了风险排查和化
解紧急会议，
当即组织对工作人员开展正确
的消毒培训，
有效地化解了风险。
说起疫情防控工作，石廷林激情满怀，
可谈起家人，他却充满了内疚。期间，母亲
突发脑出血病危住院，石廷林因工作繁忙，
疏于陪护，
以至于母亲在手术后记忆恢复期
间，
硬是没有认出这个儿子，
每想到这些，
石
廷林都心如刀绞。
“很心痛，但是并不后悔，
相信母亲也能理解，
在
‘大家’
和
‘小家’
都需
要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顾‘大家’，因为这
是作为一名党员和疾控工作者的职责和使
命。
”
石廷林说。

阔别十余年，女儿抖音找到母亲
特约记者 祝庆庆 雷绍洪
与母亲阔别十余年，心中一直充满疑
问，
找到母亲后，
却只想说一句：
“妈妈，
我想
你。
”
近日，
这位与母亲失散十余年的女儿，
远
在浙江省衢州市通过抖音及好心人的帮助，
终于找到自己在册亨县生活的母亲。
你认识这个人吗？
2 月 16 日，一位陌生人忽然添加册亨
县人民武装部工作人员潘启松的微信，称
自己看到他刊发的一条抖音，上面有地址，
想问问是否知道一位罗姓女子。
接到信息后，潘启松回忆，这条视频是
2019 年 4 月 24 日，他在册亨县岩架镇洛凡
村开展扶贫工作新旧房拍摄时，看到的一
位老人背柴的场景，当时拍摄后发布至抖
音平台，同时简要说明：
“ 贵州省黔西南州
册亨县岩架镇洛凡村巧落组 85 岁老奶奶身
体棒。
”
“当时还是很诧异的，视频拍摄的时间
太长了。”潘启松说，当时自己就问了女孩
及其母亲的名字，并且告知会将信息转达
至岩架镇政府及组里，
帮助寻找。

2 月 17 日，册亨县岩架镇人民政府工
作人员韦高燕接到潘启松的信息后，表示
上班后立即帮助查询。
2 月 19 日，韦高燕来到办公室，通过资
料及打电话到村组一个个寻找无果后，韦
高燕立即将这名女孩寻找母亲的事向岩架
镇党委书记李成恩汇报；此事引起了李成
恩的高度关注；李成恩得知情况后，迅速带
着韦高燕及张达贵驱车 40 分钟，前往 15 公
里外的洛凡村，向村内的老人打听及走访
调查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岩架镇相关部门
的多渠道追踪查找后，发现这名女孩要找
的母亲已经改了名字，在与对方联系后，对
方确定这个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
“能够帮助女孩找到妈妈，我感到特别
的欣慰……”韦高燕告诉记者，自己感觉从
小到大做得很伟大的一件事，就是这一件
事了。
妈妈，
我想你！
得到确切的信息后，韦高燕立刻与远

在浙江省衢州市的这名女孩小芬联系，在
核对双方诉说的信息后，韦高燕告知已经
找到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接到电话后，以为远在浙江
的女儿已经到了岩架政府；于是，立刻来到
政府，想要见女儿。”韦高燕说，女儿得到信
息后也很激动，表示自己需要缓一下，但没
有想好具体要怎么做。
随后，记者联系上小芬，她告诉记者，
自己是 2000 年出生的，约在六七岁的时候，
跟随父亲母亲到过母亲的老家册亨县，但
是由于当时自己太小，所以并不记得母亲
老家的详细地址，那么多年过去了，也一直
没敢问父亲地址。
“今年过年时，我随口问了一下父亲，
父亲居然把地址给了我。”小芬说，随后自
己就通过抖音平台搜索，没想到最终在好
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妈妈。
“在没有找到妈妈之前，我想找到妈
妈发泄一通、大骂一次，再问问她为什么
那么狠心丢下我……”记者通过电话感受

到小芬哽咽着说，自己找到母亲就想责备
一下她，但真正联系上母亲之后，自己却
非常激动；因为，母亲一直在惦记和牵挂
着自己，自己突然很想告诉她：
“ 妈妈，我
想你……”
此外，记者从小芬的妈妈罗女士处了
解到，罗女士当年被拐卖至浙江后；感觉自
己一直过得不如意，所以才离开，当时也想
要带女儿小芬离开，但是小芬的奶奶并不
同意，所以自己才独自回到册亨县岩架镇
重新组建了家庭。
“我很想她，很想见见自己的孩子。”罗
女士对记者说。
对此，小芬表示，由于自己还在上学，
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想要先和母亲
保持联系，时常和母亲说说话，等大学毕业
赚到路费后，再过来看望母亲；如果有好心
人愿意支助她路费，她也会选择在假期到
贵州来看母亲。
好心人愿意资助小芬的路费，可拨打
13658599733 与记者联系。

人员数量及外出时间相对集中前往浙
江义乌务工的，乡镇（街道）统计上报
后，由县就业局负责组织专车、铁路专
列、专门车箱等交通工具免费输送到目
的地；四是凡在 2 月 18 日到县就业局指
定地点进行登记并按统一的时间出发
的自驾返岗（到省外）车辆，每辆补助
500 元燃油费；五是通过符合有关组织
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一年
内连续 6 个月及以上且未享受过该项补
助政策的，给予每人一次性求职补贴
1000 元。多项就业惠民政策不仅为外
出务工、返岗群众提供了方便，而且减
轻了他们的经济压力。
目前，统计上报的外出务工人员
2000 余人，2 月 18 日当天共有 816 人返
岗就业，自驾返岗车辆 50 余辆，目的地
主要有浙江义乌、温岭、温州，广东广
州、深圳、东莞、中山等。

青山“五个一”助推就业出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 徐朝珍） 普
安县青山镇采取“五个一”工作法，扎实
抓好 2021 年劳动力留岗、稳岗、返岗就
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春节期间留
岗 1907 人，节后统一组织向东部帮扶城
市输出劳动力 34 名，输出人数在全县位
居第一。
建立一本就业台账。严格按照州
委提出的“四逐四准”工作要求，认真做
好劳动力就业排查工作，建立了青山镇
2021 年劳动力就业台账，对 18 周岁以
上（含 18 周岁），60 周岁以下具有劳动
能力的人员进行全覆盖摸排，做到不漏
一 户 、不 漏 一 人 。 截 至 目 前 ，共 摸 排
15727 户 66743 人，精准掌握了 27511 名
劳动力的基本信息、就业状况、就业意
向等，并明确了就业台账管理办法，实
行动态跟踪管理，为稳岗、留岗和返岗
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展一次电话回访。为深入了解
就业人员实际情况，组织各网格对网格
内外出人员，帮扶责任人对外出贫困劳
动力，逐户逐人进行电话回访，了解就
业状况、就业意向，共回访未返乡人员
5027 人，通过开展疫情防控、留岗、稳
岗、返岗、以工代训等政策宣传，共有
1907 人留岗在务工地过年，既减少了人
员流动，又降低了疫情风险，促使劳动
力充分稳岗就业，防止因就业不稳导致
边缘户致贫、监测户返贫。
推进一轮入户走访。按照包网格
与包户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对全镇具有
劳动能力的 27511 人进行全员走访，做
到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
漏项，入户走访既注重摸底排查情况又

注重宣传宣讲政策，把入户走访转化为
宣传、组织和引导群众的过程，通过一
轮走访，让群众懂政策、明实惠，树立稳
岗就业信心，激发返岗就业内生动力。
截至目前，共组织 216 名网格员走访农
户 13106 户，组织 1069 名帮扶责任人走
访贫困户 2654 户。
组织一次返乡座谈。制定了《青山
镇 2021 年返乡农民工座谈会方案》，利
用返乡农民工春节期间返乡时机，要求
各村（社区）必须组织召开一次返乡农
民工座谈会，通过座谈会介绍脱贫攻坚
期间发展变化，观看脱贫攻坚和就业扶
贫纪实片，听取返乡人员对发展的意见
和建议，并吸纳到巩固脱贫成效、乡村
振兴和“十四五”规划中。截止到目前，
共 组 织 召 开 返 乡 农 民 工 座 谈 会 13 场
（次），参加座谈会人员 398 人，通过座谈
发动参与以工代训劳动力 12 名，参与东
部帮扶城市劳动力集中输出 22 名，收集
发展意见建议 64 条。
推送一次岗位信息。按照就业扶
贫全覆盖的要求，实行就业岗位信息推
送全覆盖，采取多渠道多措施加大宣传
力度，确保每一户农户、每一名劳动力
都得到一次岗位信息推送，通过抖音公
开发布就业岗位和以工代训政策宣传
视频 1 条，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
推送就业信息 126 次，召开群众会、院坝
会、板凳会等 236 场（次），张贴岗位招聘
信息海报 221 份，推送就业岗位 968 个，
岗位信息已做到家喻户晓。截止到目
前，报名到宁波市镇海区以工代训及东
部帮扶城市劳动力输出 103 人，报名人
数在全县名列前茅。

兴义印象小吃街开业

近日，册亨县岩架镇利用赶
场天人员流量大的有利时机，在
街上开展禁毒法律法规集中宣传
活动。向群众讲解毒品预防知
识，同时向群众介绍毒品的种类、
危害及禁毒相关的法律法规，进
一步提高群众的“识毒、防毒、拒
毒”
意识和能力。
通讯员 岑福梅 摄

本报讯 （记者 石征壁） 2 月 21
日，记者在兴义市印象兴义特色步行街
看到，五彩的灯笼高高挂起，形成一条
过道，过道下，不少市民坐在小吃摊位
前或开心地品尝着美食，或拿着手机拍
照。
“开设这个小吃街，也是基于现在
气温回升，考虑市民更喜欢坐在室外品
尝美食，所以设立有不少摊位，目前已
经入驻有蔡记手工汤圆、丁记钵钵鸡、
兴仁张记砂锅粉等 15 家特色小吃，客
源、人流都很不错。”据小吃街负责人介
绍，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在小吃街开
业期间，推出 1 元换购 20 元现金券、18
元秒杀 KTV 套餐等优惠活动，而且布
置有灯笼展，夜晚灯一开，更加漂亮，不
少市民前来参与活动或观看灯展，有效
聚集了人流，为小吃街带来了人气。
“我们到这里摆摊有很大的优惠，

禁毒“大扫除”专项行动

立即就会把你拉黑。
骗局揭秘：这种贷款诈骗被称作“纯骗
贷”，即以低门槛发放贷款的名义收取保险
费、保证金、激活费、服务费等，但到最后一
分钱也不会给你，所谓的现金支票、银行交
易流水都是事先伪造的。
套路二：
手续费、刷流水
手续费、公证费：以办理贷款需要手续
费（公证费）为由，要求事主交纳手续费（公
证费）；
银行卡现金流水：以办理贷款业务前
需验证资金流水为由，要求事主新办一张
银行卡并存入适量钱，获取银行卡密码及
手机验证码后转走事主银行卡内的钱。或
者是他们会让你登录一个看起来很正规的
网站，先搜集你的个人信息，随后以验资为
由让你把钱打到自己账户，然后要求你提
供银行卡号及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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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揭秘：不管手续费金额大小，只要
你掏出去，就再也联系不上所谓的工作人
员了。还有很多人认为把钱打到自己账户
比较安全，殊不知，他们索要你的银行卡账
号和短信验证码后，就可以通过盗刷或者
网上购物将验资款占为己有。
套路三：
假冒银行工作人员
骗子冒充银行职员声称有内部渠道可
快速放款，实质上是拿你的身份证件去申
办信用卡，信用卡申请成功后，他们会用你
的手机激活信用卡，然后用你的验证码刷
信用额度，
扣除高额手续费。
骗局揭秘：如果是自己去申办信用卡，
根本不用付任何费用。还有一种办不成功
的情况，骗子利用一些人征信低、无法贷款
又急用钱的心理，声称无论黑白户都可以
放款，其实是利用个人身份信息去注册各
种金融 APP、公司，再为其他不法分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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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工具。
提醒提醒再提醒
⑴贷款并不需要交保证金、做银行流
水账，
一旦遇上了，
一定是假的！
⑵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动
态验证码提供给陌生人！切记切记！
⑶不要随意在网络上申请贷款，不要
随便在网络上提供个人信息！
如需贷款请一定到正规银行或知名网
贷公司，按正规程序贷款。且不可听信各
类贷款中介忽悠，陷入以上种种贷款诈骗
套路。一旦确认自己被诈骗或陷入套路
贷，一定要及时报警，一味忍气吞声只能增
加自己的损失。
（黔西南州反诈骗中心）

防电信诈骗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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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愿意来，而且生意都很不错。”卖
手抓饼的李老板笑着说，商场对所有入
驻商家都免一年摊位费，提供有棚子和
公共座椅，自己只要交一点水电费用即
可。
据悉，印象兴义商圈拥有特色步行
街一条，是贵州省商务厅审批的十条省
级特色步行街之一。从特色步行街到
目前的小吃街，印象兴义在管理精细化
上下功夫，着力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特色鲜明的夜
间经济标志区，集逛街、娱乐、休闲为一
体。
此外，该小吃街优化人流与交通组
织，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卫生
保洁、秩序维护、安全巡查，切实做到热
闹而有序，使之成为兴义市具有自身特
色的商业步行街。

十年夫妻离婚复婚再离婚

贷款诈骗套路千万种，了解反诈知识不头痛
让你“越借越穷”的网络贷款诈骗，春
节假期结束，相信很多人经济上已经捉襟
见肘了，花呗额度已达上限，刷爆的信用卡
临近还款日，回城返乡的费用还没有着落，
如果此时有人称可以轻松贷款，解决你的
燃眉之急，你心动吗？低利息、无抵押、无
担保、秒放贷，这样的贷款广告随处可见，
请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时刻谨记天上不
会掉馅饼。
套路一：
保证金
以事主信誉太低为由，要求其交纳一
定数额的保证金；很多相关的“无抵押、无
担保，正规公司、极速放款”的广告，上面都
有留下联系方式，当你开始网络办理贷款
时，甚至可以收到对方发来的现金支票和
银行交易流水，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正规
的样子，但对方会忽悠你缴纳一定的保证
金，否则不放款，一旦你把钱打过去，对方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祖业） 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七，册亨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在出台《册亨县 2021 年外出
务工政策清单》基础上，启动首批“返岗
直通车”和自驾私家车返岗仪式，输送
816 人外出务工和返岗就业。
就业乃是民生生存之本，做好群众
返岗就业是当前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确保企业不停工、不停产，实现农民
增收、企业增效的当务之急。册亨县立
足县情实际，严格按照上级“一防两不
停”工作部署，抢抓时节，及时制定出台
了返岗直通车输送、鼓励农民工自驾返
岗、求职创业补贴等政策。一是凡自行
乘车到宁波市企业就业的，每人可向企
业申请 500 元的交通补助；二是外出到
县外务工就业的，根据人数数量，由所
在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与县脱贫攻
坚指挥部就业服务组对接，办理乘坐
“返岗直通车”或帮助购票等手续；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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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法院再给一次机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韦明皇 张体
美） 一对夫妻在十年间先后离婚又复
婚，近期再一次闹分手要求法院判决离
婚，兴义市法院未支持这起离婚诉讼请
求，
而是希望双方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据悉，秦某和张某领证结婚已有十
年，期间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由于
夫妻感情不稳定，经常为琐事争吵。男
方时常酗酒，无端对其妻实施家庭暴
力，夫妻感情破裂导致离婚。两人离婚
一年多后，男方带着亲戚到女方家承认
错误，女方考虑到孩子同意复婚，不料
仅过了三个多月，男方酒后再次家暴，
女方报警。
男方辩解称：
“ 自己务工回家心情
不好，打过几次女方，但女方也不顾家，
晚上十一点未归，让两个孩子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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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努力让双方
放下成见，调和矛盾，再给彼此一次机
会。同时，要求男方体谅女方带孩子不
易，不要对爱人发脾气，更不能动手打
人；
要求女方以家庭、
以孩子为重。
“你家
小孩非常懂事，
你们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把娃娃照顾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
承
办法官说。而男方也希望彼此为了孩子
不离婚，并承诺今后不再动手打人且每
月按时支付三千元作为生活费，但女方
去意已决仍坚持离婚。兴义市法院未当
庭作出判决，
而是给予一定时间，
让双方
冷静后，
再慎重考虑是否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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