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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吴勇) 5月10日上午，省防
指和市防指分别召开了防汛
抗旱总指挥部成员(扩大)电
视会议，会议深入贯彻落实
国家防总、淮河防总近期系
列会议精神，分析了今年防
汛工作形势，全面安排部署
了防汛抗旱工作。

会上，龚正省长和季缃
绮副省长就2017年全国防汛
抗旱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会
后，菏泽市随即召开全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成员扩大会
议，市长解维俊做出重要讲
话，会议主要目的是迅速贯
彻落实全省防汛抗旱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分析当前
防汛抗旱形势，对菏泽市防
汛抗旱工作进行再安排、再
动员、再部署。

会后，单县防指总指挥、
县长张庆国对防汛抗旱工作
提出几点要求，要提高认识，
增强防汛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要落实以行政首长负
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制，
各级各部门要协同配合；要
全面排查防汛安全隐患，完
善防汛预案；要落实防汛队
伍、备足防汛料物，做好夏季
除涝工程建设会战；要加强
防汛值班；要坚持防汛抗旱
两手抓，防汛不忘抗旱。最
后，张庆国对饮水安全工作
作相关部署。

县防指36个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水务局局长张志
立、县防指办公室主任樊玉
清、副主任刘道柱、办公室成
员于单县水务局2楼视频会
议室参加了会议。

本报单县5月17日讯(记者
吴勇) 近年来，单县人社局

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战略，把“鼓励返乡创业、发
展归雁经济”作为增添经济发
展新动能、新活力的重要举措
来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创新
服务形式，为返乡创业铺路搭
桥，奏响单县“引凤还巢”新序
曲。

单县是人口大县，也是劳
务输出大县，外出务工人员达
33万余人，很多在外创业成功
人士有着很强的家乡情结，多
半有返乡创业意愿。单县人社

局因势利导，加强乡情联系，不
断感召在外人员返乡创业。

该局建立在外人员信息
库。专门成立了返乡创业服务
中心，依托县返乡创业服务中
心、22个乡镇(街道)返乡创业
服务站和502个村级服务点，建
立了在外人才信息库，对在外
务工、经商人员逐人登记，分类
建档，形成涵盖工作类别、文化
程度、技术专长、资本积累、返
乡创业意愿等多方面资料的在
外人员基本情况信息库。目前
已统计入库在外人员26万余
人，收集创业信息5000余条。

单县人社局还发挥商会
桥梁作用，该局充分发挥异地
商会、同乡会、联谊会等社会
组织作用，建立了在外商会联
系联谊制度，定期走访慰问在
外创业人士，及时传递单县正
能量、好声音，利用他们的人
脉优势、信息优势，推介招引
返乡创业项目，先后在北京、
青岛、浙江、江苏、上海、哈尔
滨等地举办恳谈会16次，邀请
温州山东商会、青岛菏泽商会
等20余家商会组织会员企业
到单县参观考察。

此外，单县人社局积极开

展乡情互动。在杭州、哈尔滨、
温州等地设立了9处返乡创业
服务站，给外出务工人员写

“家书”，寄发《致在外务工创
业人员的一封信》和《返乡创
业优惠政策汇编》10万余份。
在春节、中秋等关键时间节
点，各乡镇(办事处)分别举办
在外人员恳谈会，组织他们看
家乡变化，激发返乡创业热
情。今年4月15日，成功举办了
单县春季大型招商引资暨返
乡创业大会，10000余名在外
人员回乡参会，集中推介返乡
创业项目1000余个，签约返乡

创业项目288个，计划总投资
158亿元。

单县人社局还营造浓厚舆
论氛围。在单县政府网设立了
全民创业栏目，县电视台开辟
了“创业单县”专栏，深入宣传
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和创业典
型，对22名返乡创业典型人物
进行跟踪报道，组织侯玉国、孟
庆梅、刘莉等“菏泽市市长创业
奖”、“菏泽市返乡创业带头
人”、“菏泽市大学生创业之星”
获得者，在全县巡回举办报告
会，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创业热
情，掀起全民创业热潮。

亲亲情情感感召召引引凤凤还还巢巢 激激发发返返乡乡创创业业热热潮潮
单县人社局扶持返乡创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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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单
县希望小学教师赵勇却用拳拳
孝心颠覆了这一俗语。他67岁
的母亲,患有脑出血、肺部感染
等多种并发症,在2016年因严
重脑出血,成了植物人。为方便
照顾母亲,他睡在母亲床边,每
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为老母
亲洗漱、喂饭……把母亲照顾
好的同时,赵勇从不缺岗缺勤,
工作出色,连年来获得了全县
教育先进个人、法制教育先进
个人等诸多荣誉。

“护理工作”干得好
一般护士都赶不上

  “工作之外就是照顾母亲,
给她喂饭,擦洗、按摩身体,和
她‘说话’。”一个工作日的下
午,记者在单县希望小学见到
了赵勇,正赶上课间时间,他在
宿舍里给母亲擦脸。
  40岁的赵勇是单县时楼镇
朱庄村人,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常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引起
肾病病变、肺部感染等多种并
发症。2012年,父亲去世后,赵
勇就把母亲接到身边,妻子王
芳平时打零工。一家人收入不
高,但过得很幸福。
  2016年暑假的一天早晨,
赵勇到母亲床前查看,却发现
母亲昏迷在地,赵勇连忙把她
送到了县中心医院。多方抢救
下,母亲严重的脑出血病情虽
得到了控制,却成了植物人。
  母亲大小便失禁,只能进
流食,又没了知觉,日常护理成
了最大难题。赵勇和妻子日日
夜夜在床前守着。“我细心琢
磨,慢慢就掌握了护理母亲的
全部技巧。”赵勇说。
  住院时,由于他们的悉心
照料,老母亲脸色红润,身体状
态一直维持得很好。赵勇成了
母亲的特护师,“护理工作”做
得比一般护士还要好,母亲的
床位成了护士们的“免检”床
位。
  37天后 ,母亲病情稳定 ,
出院回家了。妻子王芳辞了
临时工作,专心在家照顾老母
亲。上课时 ,赵勇就让妻子照
看母亲,课间就回来陪母亲说
话 ,给她喂饭、吃药、清洗、做
按摩。

睡在母亲床边
有啥事能及时发现

  “老母亲患脑出血,基本就
是植物人,身边一会儿也离不
开人。”赵勇对记者说。为照顾
好老母亲,他每天四点多就起
床,第一时间给母亲做口腔清
洁护理,然后涂上眼油和红霉
素软膏,这样她的眼睛就不易
干枯。接着,他用碘伏为母亲清
洗下身,用生理盐水为母亲冲
洗导尿管,然后再做饭,用针管
给母亲往嘴里打饭……
  “每天喂8次流质饭,两个
多小时喂一次。”赵勇介绍说。
现在,他的妻子也学会了给母
亲“打”饭,赵勇工作的时候,妻
子就负责给母亲喂饭。“老母亲
患有近10种并发症,常年躺在
床上,身体虚弱。我和妻子就想
办法 ,把黑豆、大豆、大米、小
米、蔬菜、鱼片等用豆浆机打成
豆浆或菜汤,喂给母亲吃。”赵
勇说 ,“维生素和蛋白质补得
足,母亲各样元素都不缺。”
  记者看到,长期躺在床上
的老人脸色红润、气息均匀,和
健康人似乎没什么两样。白天,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到了
晚上,他就睡在母亲旁边,一旦
母亲有事他可以随时发现。
  赵勇夫妻和老母亲住在希
望小学一间20平方米的宿舍里
面摆放着两张床、一张破旧的
桌子和几把小板凳。“晚上,我
紧挨着母亲的床睡下,有啥事
我都能及时发现。”赵勇说,他

把每天照顾母亲的经过都做了
记录,“把经过写下来,经常翻
翻看,就知道发生一些情况怎
么处理了。比如,什么季节注意
给老人吃啥,老人有什么症状
该吃啥药等。”

两个孩子
对奶奶也很孝顺

  赵勇母亲卧病在床后,希
望小学的校领导考虑他们一家
人的实际情况,又专门为他们
安排了一间宿舍,让两个孩子
住。两个孩子对奶奶很孝顺,下
课后,经常给奶奶敲敲背、揉揉
腿。这让赵勇夫妻很欣慰。
  “快成半个医生了。”赵勇
对记者说。他平时很留心,根据
医学书上的介绍,多陪母亲“说
话”,饮食上多注意,两三个小
时给母亲做一次按摩。现在,老
人脸色红扑扑,身上也没有一
丁点异味。
  在单县希望小学,提到赵
勇老师,教师们个个伸出大拇
指,“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是忠
孝一肩挑!”教师田继虎说。
  “赵老师是个普通人,但他
把工作和赡养老人处理得这么
好,付出了这么多艰辛的努力。
这是我们师生学习的榜样!”单
县希望小学校长李英告诉记
者。据了解,多年来,赵勇在学
校工作中认真负责、耐心周到,
为学校发展做出了贡献,先后
获得全县教育先进个人、法制
教育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
号。

久病床前有孝子,单县教师赵勇仔细照顾“植物人”母亲

凌凌晨晨四四点点就就起起床床  一一天天得得喂喂八八次次饭饭

本报单县5月17日讯(记
者 吴勇) 今年以来，单县
住建局党委按照县委、县政
府确定的2017年城建重点工
程建设任务，进一步夯实责
任，强化措施，明确分工，加
强督导，狠抓落实，全面加快
推进建设进度。

住建局承担的城建工程
任务面广量大，涉及城市道
路贯通11条8 . 75公里，提升
改造道路8条12 . 02公里，共
计20 . 77公里，雨污管网建设
约 2 5公里，项目总投资约
19280万元。截至目前，已启
动道路建设工程18条，已完
成雨污管网埋设18 . 49公里，
累计完成工程总投资约8670
万元。各项工程建设进展顺
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为切实抓好今年的工程

建设，局党委多次召开项目
建设会议，按照工程区域、工
程规模进行合理部署，强化
责任分工，层层落实责任。要
求要抓好工程监理，要严格
施工管理，要加强协调与服
务，要强化工作督导。

局党委还明确党委委员
深入一线分工负责，认真抓
好各项工程建设。局长王新
民对各在建项目多次进行现
场视察、督导，采取至少一周
一调度，一月一总结等方式，
全面掌握项目实际进展情
况。

工程负责人都能严格执
行各项规定，科学组织施工，
严格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确
保了工程建设质量，为全面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奠定了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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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县住建局

全全面面加加快快推推进进
城城建建工工程程建建设设进进度度

施施工工现现场场。。施工现场。

赵赵勇勇在在为为母母亲亲喂喂饭饭。。赵勇在为母亲喂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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