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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用匠心砺
“无双”
——记 2022 年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双
■融媒体记者

李

蓉

“张先生，最近有霾，记得戴好口
罩！”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客户电话回
访，2022 年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中国银行淮安分行党务干事（团委
书记）吴双仍觉得懊恼、自责。
时间回到 2012 年 11 月，吴双即将
经历第一次电话回访。在理财经理的
指导下，她郑重拨下号码。但当“嘟”一
声响起的时候，
“自我介绍+问候+询问
需求”的回访公式似乎被封印在了嘴
边，她脱口冒出了上面的话。第一次电
话回访，也在客户一头雾水中戛然而
止。

如今的吴双，能主持、会演讲，站在
新意、接地气的活动，比如每年一次的
舞台上自信大方，与客户沟通也能侃侃 “青年先锋论坛”、短视频推广“小明系
而谈，在大家的眼里显得很不一样。这
列 ”、
“ 金 融 说 唱 进 校 园 ”、
“元宵喜乐
背后正源于第一次电话回访的尴尬。 会”、
“ 点赞红色中国（红色教育基地打
在之后的多年时间里，每当遇到“第一
卡）”
等线上线下活动。
次”或者其他挑战，吴双总会想起这通
每一次活动，从策划到组织再到执
电话。是这通电话让吴双学会了正视
行，吴双都认真准备，不放过每一个细
失败、正视挑战，以自信无畏的心态面
节。方案调整五六次是常态，主持稿的
对未来。
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以及每一个环节的
“好在有领导、同事的帮助鼓励，加
衔接和转场都得用心设计打磨。
上自己的不放弃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只做精品”是吴双的工作信条。
才实现了由笨拙到流利的蜕变。”吴双
为此，她曾在无数个周末走进淮安的红
说。第一次的尴尬让她知道了只有不
色基地瞻仰学习；曾在孩子熟睡后，默
断尝试才能成功。
默起身打开电脑继续写完一篇文章
在任职分行团委书记三年多的时
……
间里，吴双组织开展了很多有创意、有
“哪有什么独自精彩，百舸争流才

是真的精彩！”吴双深有体会地说。她
经历过不同的岗位，与不同的同事搭
档。在她眼里，无一例外，每个集体都
团结向上、涌动着积极的力量。大家会
为了有人解决了某个疑难问题而骄傲，
会因为遇到烦恼而互相安慰；整个团队
曾经趴在会议桌上吃外卖。她认为，无
论什么时候，一起奋斗、互相支撑，才更
有动力。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
青年最有效的磨砺。
“ 我愿意把自己融
入这奋进的潮流，在同舟共济中奋力掀
起属于自己的浪花。”吴双说。她表示，
将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发扬工匠精神，
保持学习热情，
以梦为马，
砥砺前行。

浦楼街道志愿者：坚守防疫一线 筑牢抗疫堡垒
■通讯员

石安琪

曹梦雪

本报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清江浦区浦楼街道将疫情防控与文明
城市建设相结合，组织街道各级志愿服
务队在做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同时
冲在疫情防控最前沿，坚守防疫一线，
筑牢抗疫堡垒。
践行红色使命，当好战“疫”
“ 急先
锋”。浦楼街道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作用，发动志愿者“逆行”而
上，赴企业、商超、药店等 500 多个重点
场所、4 家建筑工地协助开展卡口值守、
测温验码、信息排查等工作，与社区网
格员共同开展地毯式“敲门行动”。主
动请缨，帮助居家隔离的小区居民采购
新鲜蔬菜、肉类、水果等物资，为有需要
的居民提供心理咨询、情感疏导等服
务，用
“志愿红”
守护居民的
“健康绿”
。
筑 牢 红 色 堡 垒 ，当 好 抗 疫“ 宣 传
员”。近期，浦楼街道举办多场医疗健
康志愿服务讲座。围绕“新冠病毒肺炎

的防与治”，邀请机关党员志愿者为辖
区居民普及防疫知识，让居民进一步了
解个人防护的重要性以及注意事项。
组织巾帼党员志愿服务队、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队等志愿服务组织，利用小喇叭
等，在小区、商场等处开展疫情防控宣
传，
及时劝导市民规范佩戴口罩。
汇聚红色力量，当好环
境“守护者”。浦楼街道按
照文明城市建设标准，结合
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志愿者
到群众中宣传文明城市建

设和疫情防控工作，做到“两手抓、两手
硬”。志愿者们开展背街小巷、居民小
区、沿街门面等专项卫生环保志愿服
务，深入街头巷尾和小区内部，清理人
行道、绿化带内烟头、果皮纸屑、塑料袋
等垃圾，用实际行动展现“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

本报讯 5 月 10 日，我市镇街消防
所专（兼）职消防人员第一期业务培训
班在淮安灭火应急救援中心开班，40 名
镇街专（兼）职消防工作人员和派出所
消防民警参加培训。

举办镇街消防所专（兼）职消防人
员业务培训班在我市尚属首次。针对
此次培训，市消防救援支队成立培训专
班，编印培训教材，投入 7 万元对消防
职业技能鉴定点进行维修保养，安排富
有经验的消防监督执法人员授课，通过
理论教学、现场观摩、典型场所现场检
查、消防设备实际操作等多种形式开展
培训。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员

近距离观察，了解消防设施、器材工作
原理，亲身体验并掌握现场检查的要点
和方法，为基层消防监管人员更好履职
蓄能充电。
据了解，去年市政府在淮阴区开展
试点，进一步强化基层消防监管工作，
出台文件，明确镇街消防安全综合监管
部门和人员。今年，为持续深化全市基
层消防监管工作，进一步夯实农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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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家庭关系

全市首个“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
在清江浦区成立
■融媒体记者 王 磊
通 讯 员 王淑臣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日前，
清江浦区成立全市首个“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站”，旨在构建和谐家庭关系，
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该工作站主要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普法宣
传等工作。工作站将不定期邀请有专
业资质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为需要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未成年人的家长和
监护人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专业化的
指导服务。该工作站也是宣讲家庭教
育知识、开展青少年普法宣传和对涉
诉未成年人及监护人进行心理疏导、
亲情修复、监护评估的重要场所。

疫情防控知识问答
问：到超市、商场购物有哪些
注意事项?
答：选择通风良好、环境清洁
的购物场所，错峰采购。自备购物
袋，携带口罩、
免洗手消毒剂、
消毒
湿巾等防护用品。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扫码、测
温，快速入场。尽量走楼梯、乘坐
电动扶梯，少乘坐厢式电梯。减少
用手直接接触扶手、电梯按钮、门

把 手 、手 推 车 、购 物 篮 等 公 共 物
品。避免用手触摸眼、口、鼻。尽
量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避免
接触有咳嗽等症状的人。建议使
用非接触式支付方式。回到家中
及时丢弃口罩，用肥皂（洗手液）和
流动水清洗双手。必要时可对手
机、
购买物品的外包装进行擦拭消
毒。
（黄兴建 杨文洲）

南京路西侧第 12 号地块住宅项目管线综合
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镇街消防所专（兼）职消防人员第一期业务培训班开班
■融媒体记者 吴海涛
通 讯 员 郭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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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基础，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决
定举办本次培训班，推动解决镇街消防
工作基础比较薄弱、消防组织机构缺
失、消防监管人员缺乏、业务能力不足
等问题。市消防安全委员会近期还将
建立镇街消防安全委员会运行机制，在
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基层消防监管
工作走深走实。

淮安市交通控股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第12号地块住宅项目位于南京路西
侧、
板闸干渠南侧。依建设单位申请，
管线综合方案设计中增设热力管线，
13#楼
北侧地下增设一处热力机房（详见管线综合总平面图）。
现对该调整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2年5月13日至2022年5
月22日，
公示地点为《淮安日报》、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http://zrzy.jiangsu.gov.cn/ha/）、
项目现场。如果对方案有不同意见或建议，
请于公示结束
前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或者向局
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联 系 人：
孙 敏 沈靖珽
89003320
联系地址：
淮安市迎宾大道 8 号开发
控股大厦412室（邮编223005）
局法规处联系人：
涂莎
联系电话：
0517—89000662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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