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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基层工作爱岗敬业典型人物系列专版——

兢兢业业担使命兢兢业业担使命
恪尽职守践初心恪尽职守践初心（（二二））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王超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苗德军，从军19年。2009年8月转
业后被分配到东丰县地税局工作，现任
国家税务总局东丰县税务局党办干
事。工作以来，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铸
就了他吃苦耐劳、不骄不躁和敢为人先
的优秀品质。不管在任何工作岗位上，
他一直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共
产党员的初心和军人本色，把平凡的岗
位当作奉献的平台，在平凡的岗位上收
获着幸福和快乐。

“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但绝不可
以没有知识”，这是苗德军最喜欢的一
句话。为此，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
都用在了钻研业务上，努力将自己的工
作吃透、干好。坚持克服困难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其过硬的工作能力经常得到
领导的肯定和同事的赞扬。长期以来，
苗德军负责机关党建、脱贫攻坚、“文明
创建”等工作，“5+2”“白+黑”是工作常
态。2019年，他被县局派到猴石镇光明
村任驻村振兴指导员，工作中他脚踏实
地、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
任驻村振兴指导员期间，每天早出晚
归，跋山涉水与村民一道找资金、寻外
援、引技术、做示范，为村民增收，为村
民改善居住环境和丰富业余文化生

活。苗德军视工作为生命，热爱本职、
热爱驻村，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他用
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人民群众心中竖起
了一座优秀共产党员的丰碑。

在日常生活中,他严于律己、艰苦
朴素、用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自觉抵
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诱惑。把纪律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愧是一名“忠
诚、干净、担当”的模范党员。

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国，一场
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战
突然袭来，作为驻村干部的他第一时间
冲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在没有任何防护
措施的情况下，他强化自查，严防死守

“疫情”传播。在单位包保小区疫情防
控解除之后，苗德军同志又主动申请参
加社区疫情防控战中。

虽然在工作中取得了很多成绩，但
他从不沾沾自喜，更没有豪言壮语，只
是透着纯朴的真诚，他的点点滴滴处处
折射出党员的先进性。他主动学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执行党组
织和单位的决定，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和
工作能力，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并适时
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与大家分享，在党
建“大舞台”中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

退役不褪志
军魂铸税魂

——记国家税务总局东丰县税务局党办干事苗德军

2014年大学毕业的赫帅进入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成为服务大厅窗口
的工作人员之一。业务上，她虚心向老
同志求教；工作中，她将辽源公积金“用
心、用劲、用脑、创新、突破、服务”的文
化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六年时间，赫帅由一名初入社会的
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工作中的业务骨干，
由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也由女孩
儿成为母亲。转变了身份，但她却一直
保持着当初的那份初心。

赫帅时时处处以工作为重。遇有
紧急任务，她总是抢着干，虽然她知道
家中牙牙学语的儿子还在等妈妈，但她
更知道工作中的紧急任务，必须有人冲
上去。

一次，一已婚男子来办理公积金贷
款业务，正常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
通过了解，赫帅得知当时女方产后还未

满月，所以不方便到现场。赫帅向领导
请示，应该特事特办并利用休息时间到
客户家里，上门服务。

六年的努力和付出，使赫帅成为如
今的岗位“明星”。

领导有重要任务需要安排，会说“交
给赫帅”；同事有业务方面问题，会说“问
赫帅”；2019年起，辽源公积金创新服务，
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每天正式上岗之前，
会召开每日晨会。她又作为“骨干力量”
带领大家学习业务知识、编排音乐操舞，
和大家一起学习商务礼仪等；休息日在
街上，会时常有人热情地叫她：“嗨，你是
公积金的吧，我去你们那办过业务，是你
为我办理的，谢谢啊。”

赫帅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
待扬鞭自奋蹄，在自己的岗位上勇于进
取、开拓创新，为打造全国一流的公积
金服务平台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你以工作为荣
岗位因你更美

——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柜员赫帅

今年 48岁的李勇自 2000年参加工作
至今，一直工作在疾病预防控制战线上。
他时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刻
苦学习、勤奋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

2020年1月，一场疫情猝不及防猛然而
至。作为一名传染病防控战线上的“老兵”，
他怀着高度的责任心和对疫情的敏锐性，进
行疫情预判、研判，开始参与起草东丰县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及各类
技术方案；对全县各医疗卫生单位相关人员
和疾控中心机动队员进行了新冠防控知识
培训，为应急工作做好准备。同时，他总是
第一个冲在前面，在疫情面前，周密细致地
组织开展流调工作，积极与公安、医政等部
门配合，对每一例疑似、确诊病例的密切接
触者进行排查追踪，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任何一个疑点，将所有密切接触者纳入他的

视野，实施隔离医学观察。
1月24日是大年三十，他收到东丰县

医院发热门诊报告，有一返乡人员到发热
门诊咨询，称自己曾接触过确诊病例，他
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丢下手中要去父亲
家置办的年货，扔下妻女，打车迅速赶到单
位，会同主管领导一同来到县医院发热门
诊，经过对事件的细致询问，根据细节的认
真比对，最终排除了该人的密切接触者。他
连续40天没回家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忙
到凌晨已成为常态。他本身患有甲状腺癌、
高血压、痛风，但他仍在坚持，妻子与女儿心
疼他，他说：“我很好，你们放心。”同事们担心
他，让他休息休息，他却说：“我是一名党员，疫
情防控需要我，新冠疫情一天不退却，我必须
坚守。”那个坚毅的目光，那句朴实的话语，谱
写了一名共产党员默默奉献的赞歌，他用自己
的行动，践行了疾控战士抗击疫情的决心。

平凡的岗位
不平凡的业绩

——记东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预防控制科李勇

今年，东丰县横道河镇出现很多农
户将水田改为旱田，导致秸秆禁烧的管
理难度增大，全面禁烧的工作任务加
重。按照镇党委的统一部署，横道河镇
开展了新一年的秸秆禁烧工作，广泛宣
传、科学谋划，秸秆禁烧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尽职尽
责、恪尽职守的带头人。于艳，就是其
中之一。

于艳，是横道河镇村镇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
镇综合执法办公室的执法人员。在其
位、谋其职，镇里有啥工作她都积极踊
跃参加，这次秸秆禁烧工作更是不肯落
在人后，当于艳听说镇里组建了三支秸
秆禁烧巡逻队伍后，她主动请战，说：

“我的家就在这，离单位近，不下去看
看，我寝食难安。”白天忙碌于自己的本
职工作，同时还不忘利用集市这一时间
节点，做好秸秆禁烧的宣传工作，十五
时三十分就随着巡逻队到各行政村去
查看秸秆禁烧情况，每次巡逻都是凌晨

一两点钟才能回家休息。
有一次，巡逻队伍来到双合村，看到

有一位老人正在烧秸秆，于艳说：“不让
你烧秸秆，你怎么还烧呢，烧完的秸秆会
产生浓烟，严重污染大气环境，不仅存在
较大的火灾和交通安全隐患，更严重的
是威胁到咱们的身体健康……。”话没说
完，老人见状撒腿就跑，于艳在后面边
喊边追，跌落到沟渠里，爬起来接着
追。事后检查才得知，脊椎和腰椎都摔
突出了，这伤对于当时的于艳来说不算
什么，她的心里只想着“不冒一处烟，不
着一把火”的工作目标。

和谐禁烧，初见成效。于艳在秸秆
禁烧巡逻的工作中树立了低调巡逻、严
格执法的形象，对那些心存侥幸心理的
人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把负面教育
转化成了秸秆禁烧的正面积极作用，消
除了焚烧的隐患，杜绝了着火的出现，
真正达到了“见烟就罚，见火就抓”的目
的，为全镇打赢这场秸秆禁烧硬仗添砖
加瓦。

秸秆禁烧有成效
女中豪杰有担当

——记东丰县横道河镇村镇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职员于艳
文利锟总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

贫困群众生活的艰难和不易。”2019年分管
扶贫工作以来，文利锟为及时了解情况进
入角色，深入群众、倾听民声、积极开展村
情民意走访，克服各种困难，走村串户与农
民交谈，听民声、察民情，以镇为家、以农民
为友，足迹踏遍拉拉河镇的山山水水，用真
心开展扶贫工作。他用实际行动，帮助贫
困群众走出困境。

四道村是拉拉河镇唯一的贫困村，现
有贫困户 21户 42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是文利锟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村。虽然面
对重重困难，但他还是想办法去克服，从一
开始的“摸不着头脑”，到现在家家户户的
情况“门儿清”；从一开始的村民不愿搭理
他，到现在的好人缘；就连意识不清的贫困
户赵德喜都能认出文利锟。

今年，文利锟联系东丰县农商行，为拉

拉河村四组村贫困户孙殿有贷款 5万元，同时，
作为担保人将资金入股东丰县德厚专业种植合
作社，增加其收入。

在开展走访工作中，文利锟为贫困群众解
决的问题不计其数。他跑市、县环保部门利用
水源保护区重新划定的契机积极同规划设计单
位协商，依据水源保护区划定法规将四道村一、
二、三组划出了水源保护区范围，并及时列入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21年，四道村一、二、三
组将修水泥路 4.5公里；他为贫困户张兴武做
了外墙保温；他为贫困户刘玉广换瓦、安装扣
板……在他遍访过的地方，这样的暖心故事说
不完。看似一件件小事，却让贫困群众感受到
了文利锟的真情。看着贫困群众脸上露出笑
容，文利锟非常欣慰，他说：“贫困群众的困难，
就是我的困难。我做不了多么伟大的事情，
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决好实际
困难。”

镇长遍访勤
群众真受益

——记东丰县拉拉河镇镇长文利锟

“80后”的刘俊波是东丰县中
医院“120”车队的一名普通司机。
退伍军人出身的他，更愿意用实际
行动作为内心的表达。他是同事口
中分内分外抢着干的好哥们儿，他
是领导心中办事托底的好员工。作
为一名“120”司机，他常常承担着担
架工和导诊员的义务，当你问他为
什么如此敬业奉献的时候，他总是
看着胸前的党徽，微笑不语。

2018年 6月，东丰县打起了脱
贫攻坚战，东丰县中医院有幸成为
脱贫攻坚包保单位，鉴于刘俊波务
实的人品，更因为他乐于奉献的热
心肠，医院安排他成为一名扶贫联
络员，而他扶贫的地点，远在 50多
公里外的小四平镇福胜村。

当刘俊波第一次走进贫困户刘
雪峰家中，看到他孩子那个破旧的
书包和对知识渴望的眼神，二话没
说，自掏腰包给孩子买了一整套的
学习用品。之后的日子里，只要他

有空就到刘雪峰家走一走，了解他们的生活需
求，给他们买些日用品和营养品。2018年 10月
的一天，刘俊波像往常一样来到刘雪峰家，一进
门看到两口子心急如焚，经过了解才知道，刘
雪峰的孩子刘聪因为下雪滑倒了，伤势较重。
刘俊波马上带着这一家人来到医院。经诊
断，刘聪右肘关节鹰嘴处粉碎性骨折，手术难
度较大，需要尽快赶到长春进行治疗。刘俊
波向单位请了假，开车带着孩子去长春医
治。整个过程刘俊波全程陪护，直至帮其办
理完一切住院及手术手续。

作为一名2005年入党的年轻老党员，
刘俊波牢记入党誓词，坚守着自己的初心
使命。什么是初心？就是那份滚烫的奉
献热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坚
定为人民谋幸福的信念，就是承担一名
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东丰县作为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学习单位，正在全县范围内掀起学
习实践的热潮，刘俊波和他所在的
中医院党员团队，正迈着矫健的步
伐，怀着坚定的初心砥砺前行。

为民谋幸福
为党守初心

——记东丰县中医院“120”车队司机刘俊波

①赫帅认真服务每一位缴存人
②李勇针对疫情认真研判
③在秸秆焚烧巡查中摔伤刚出院的于艳
④镇上的百姓见到文利锟就像见到了亲人
⑤苗德军和同事探讨党建工作
⑥刘俊波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同样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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