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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成武县供电公司：

小小发发明明化化解解大大矛矛盾盾

本报成武4月19日讯(记
者 李贺 通讯员 李庆
瑞) “这个配网智能化生产
装备真方便，制作绝缘子扎
线速度真快。”“扎线绑的也
好看，拿回去直接安装上就
行了，这效率杠杠的。”“有了
这个我们不用担心完成任
务，难保施工质量了。”4月19
日，国网成武县供电公司几
名员工围着配网智能化装备
赞不绝口。

今年，成武公司将完成
20条中心村线路改造升级和
6727眼机井通电工程，新建
改造高低压线路2612千米，
新增更换配变1381台。针对
任务重、工期短和高质量施

工要求形成的矛盾，该公司
“德成创新工作室”研制出了
配网智能化生产装备。该装
备包括截线机、绝缘子扎线
机、剥皮机、拉线制作机四个
部分。截线机只要输入线的
长度及数量，就能自动完成
达到智能化；绝缘子扎线机
根据要求输入标准，就能自
动完成扎线；高压线在接线
鼻时，只要把线放入钳口，马
上就能扒去线头的绝缘层。
该设备方便灵活，在提高工
艺标准的同时，大大减少工
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
缓解了施工质量要求高和工
程量大的矛盾，确保工程任
务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一封信、一颗心、
一份报、一片情

2002年，潘之营进入定陶邮
政分局半堤支局成为了一名投递
员，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从此一
干就是十五年。但他始终保持着
当初的热情，高标准要求自己，连
年被区(以前是定陶县)公司评为

“先进工作者”。
半堤镇经济在定陶来说相对

发达，往来包裹和给据邮件相对
较多，潘之营负责5个单位，35个
自然村，每天行程超过52公里，有
时候报刊、杂志、信件多达2700余
份。为及时投递，他经常从早上6
点半一直忙到晚上9点。他却从未
放弃过对工作的执着坚守。慢慢
的，潘之营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工
作方法，客户的认可更是让他收
获了极大的满足感和自豪感。

15年来，潘之营共投递报刊
230万份，投送平常邮件60余万
件，给据邮件10万多件，投递率达
到100%，也从未引起过客户的投
诉。在这15年风风雨雨的工作中，
他高标准要求自己，任劳任怨，兢
兢业业，以一个普通邮递员的责

任心、事业心赢得了老百姓的赞
誉。在2016年上半年报刊收订活
动中，潘之营超额完成任务，受到
一致好评。在上半年的化肥销售
中个人销售也是业绩突出。如今，
潘之营投递、业务两手抓，不仅将
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也为广大
的村民和用户带来了便利。

助老爱幼，
真心换真情

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
童”较多，潘之营服务的村庄也不
例外。

在曲庄村有一位退休教师因
双腿残疾、行动不便，有时候吃饭
都成问题，生活上更是不能自理，
但因为孩子常年在外务工，老人
也只能独自生活。潘之营了解情
况后，每到月底他都会帮老人把
工资送到家，还有老人平时生活
需用东西，他也会帮忙买回来。投
递路过老人家时，潘之营会把老
人吃饭用的水接满放在厨房里，
自费为老人订阅一些关于老年健
康知识的杂志。多年的关心和照
顾，如今，老人已经把潘之营当成
了自己的亲人。而诸如此类助老

爱老的事情，潘之营从没有断过，
对他来说，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在2016年报刊收订时，胡海
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生引起了潘
之营的注意，孩子订报刊的钱是
奶奶借来的。后经了解，潘之营得
知，女孩家里非常困难，母亲常年
瘫痪在床，父亲是本村的环卫工
人，每年的收入不足5000元。潘之
营将钱退还给孩子的奶奶，自己
掏钱为孩子订阅了报刊，并经常
给孩子送一些学习用品、衣服和
玩具，鼓励孩子好好学习，让孩子
的家人十分感动。对于潘之营来
说，这名女孩并不是特例，在他服
务的村庄，还有一些留后儿童，家
庭条件也十分困难，除了帮助他
们免费订阅报刊外，潘之营经常
利用投递的间隙为他们送去生活
用品和学习用品，为孩子辅导功
课，帮助他们一起度过难关。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潘之营
告诉记者，接下来，他将尽己所
能，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同时也
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从每
一个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让用
户对邮政保持一种亲切感、信任
感！

最美投递员潘之营：

十十五五载载风风雨雨兼兼程程 他他始始终终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本报鄄城4月19日讯(记者
赵念东) 近日，鄄城县一村

民在郓城县一家板材厂干活
时，因其工友误开电源开关，致
使其在清理切割机时，七根手
指被铡刀切断。后经过18个小
时的手术，断指再植。

4月19日上午9时许，齐鲁
晚报记者来到菏泽市博爱医院
病房，见到了正在接受烤灯照
射恢复治疗的王忠(化名)。据
他介绍，他原在郓城县的一家
板材厂打工。4月13日上午8时

许，王忠如往常一样在加工厂
工作。“我当时正在清理切割
机，而和我一起干活的一工友
却误开了电源开关。”王忠因躲
闪不及，突然运转的铡刀将其
七根手指切掉，因失血过多，他
陷入休克。经过简单包扎，王忠
被送往菏泽博爱医院。

据该院手外科主任李勇介
绍，13日上午9时许，王忠被送
到医院时，脸色苍白，处于休克
状态，双手仍在流血。

“经过术前准备，我们在11

时许开始进行手术。”李勇说，
以往，他们也接到不少手指断
离的患者，但多为2—3根手指
离断，而七指离断再植手术难
度不亚于十指离断，手术时间
长，血管吻合比较精细，对手术
耐力和微小细节的处理都有很
高的要求。经过18个小时的手
术，王忠七根被切断的手指被
成功再植。

目前，王忠的伤势恢复良
好，大约一个月左右即可出院
回家疗养。

本报菏泽4月19日讯(记者
董梦婕) 18日，中国金融工

会为阳光人寿菏泽中支许树玉
劳模创新工作室授牌。中国金
融工会副主席王海光，中国金
融工会山东工作委员会专职副
主任田钢，菏泽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王卫东，菏泽市保险行业
协会会长梁乃臣，阳光保险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工会
主席赵宗仁，阳光人寿副总裁、
工会主席龚贻生，阳光人寿山
东分公司总经理崔永林等出席
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上，阳光人寿山
东分公司总经理崔永林向来宾
表示欢迎。中国金融工会宣布
命名许树玉劳模工作室为“全
国金融系统劳模(优秀技能人
才)创新工作室”，与会嘉宾为
工作室揭牌。

据了解，许树玉自2005年
步入寿险行业，从一名普通的
寿险营销员起步，不断成长，从
主管、部经理、总监、区经理到
德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菏
泽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加入阳
光以来，一直秉持专心、专业、

专注的精神，赢得了同事、客户
的信任和认可。2016年，许树玉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赢得了
属于劳动者的最高荣誉。

2016年5月，在阳光保险集
团和阳光人寿总公司的指导
下，成立了许树玉劳模创新工
作室。工作室自从成立以来，积
极发扬“工匠精神”，发挥劳模
工作室的辐射引领作用，实现
个人价值与企业发展的最大结
合，发现解决日常经营管理方
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在新筹、弱
改机构方面进行创新，并取得

突破性成果。2016年200%完成
年度任务，2017年开门红实现
保费850万，同比增长1265%。
2017年，许树玉劳模工作室的
创新成果获中国金融工会认
可，授牌“全国金融系统劳模
(优秀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

今后，许树玉劳模工作室
将充分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引
领作用，形成典型辐射效应，引
领员工将创新与岗位实际结
合，以实际行动助推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为菏泽保险行业的
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东明4月19日讯(记
者 周千清) 一28岁东明
小井镇村民，患精神分裂症6
年，性格暴躁，经常打人烧东
西，为了给孩子治病，年迈的
父母四处求医无果，让本就
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山东
师范大学驻东明县小井镇第
一书记了解到情况后，组织
捐款，东明爱心人士帮其联
系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其接
受正规治疗。

4月17日，菏泽市第三人
民医院副院长刘蔚接到一通
求助电话，打电话的是东明
县爱心义工志愿者协会常务
副会长黄艳萍。

黄艳萍说，东明县小井
镇有一名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希望得到市三院的专业
医疗救助。这位患者现年28
岁，患精神分裂症已经6年，
性格暴躁，经常打人烧东西，

年迈的父母带孩子四处诊治
无果，本就贫困的家境雪上
加霜。

后来，山东师范大学驻
东明县小井镇第一书记郝迎
伟、王章林、李跟虎在基层走
访调查时发现这一情况，迅
速向当地镇党委、镇政府汇
报，当地镇党委、镇政府立即
组织了募捐活动。

东明县爱心义工志愿者
协会也第一时间带着专业医
生和慰问品前去实地考察，
同时向社会发起募捐救助倡
议，并有送患者到专业机构
接受治疗的意向。

了解具体情况后，刘蔚
副院长协调相关部门及科
室，根据患者病情制定了合
理诊疗方案和治疗计划，使
其得到专业的救治。目前，
该患者情绪已基本得到控
制。

大大爱爱在在人人间间 善善行行暖暖人人心心
爱心人士帮助东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正规治疗

定陶区邮政分局半堤支局投递员潘之营虽然才过
而立之年，却是一名“老”投递员了。从事投递工作十五
年来，他始终不忘初心，从青涩小伙到成熟顶梁柱，潘之
营时刻保持热情，在圆满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热心
帮助段道上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以一个普通邮递员
的责任心、事业心，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

本报记者 邢孟

工工友友误误开开电电源源，，男男子子七七手手指指被被切切断断
经过18个小时手术，断指成功再植

阳光人寿山东菏泽中支许树玉劳模工作室授牌

创创新新与与岗岗位位结结合合，，““工工匠匠精精神神””引引领领前前行行

潘之营投递之余来到留守儿童家里帮助老人做家务。

本报记者 邢孟 摄

中国金融工会为阳光人寿菏泽中支许树玉劳模创新工作室授牌。

本报记者 董梦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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