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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夜里转阴有小雨。明天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0℃~21℃，明天早晨最低气温7℃~8℃。森林火险

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本报讯（报道组 葛锦熙）“终
于把这件烦恼了几个月的事情解决
了，感谢你们上门帮忙。”3月 1日，
柯城区沟溪乡五十都村村民陈江求
拿到了刚刚办好的第三代社保卡，
向柯城农商银行沟溪支行的金融网
格员王俊杰连连道谢。

五十都村位置较偏远。村里老
年人居多，坐车出行不方便，换证成
了让人头疼的事情。王俊杰是挂联
村五十都村的金融网格员，他通过
走村入户，摸清了全村的情况，并向
支行反馈。经过反复沟通交流，确
定了具体的方案，银行方面专门安
排人员，开辟了绿色通道，给村民上
门办理换证业务。

甘大爷今年80多岁了，儿女都

不在身边，不熟悉交通情况的他每
次想出门办事，都只能等儿子回
来。而他的儿子在外地打工，要好
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看到村里人
都换了三代社保卡，他只能干着
急。在了解了甘大爷的诉求之后，
王俊杰主动上门，帮忙登记相关信
息，还详细向他解读社保卡的新功
能。

“沟溪支行的工作人员每人都
是网格员，而且都要挂联一个偏远
村，确保当地群众在金融业务办理
方面‘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
用跑’。”柯城农商银行沟溪支行二
级支行行长黄烨相告，目前，沟溪支
行已通过绿色通道成功更换了 100
余张第三代社保卡。

本报讯 （记者 徐敏） 3 月 4
日，全市组织部长会议召开，会议全
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组织部长会
议精神，总结去年工作，对今年工作
作出部署安排。

去年以来，全市组织系统面对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统筹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市县乡领导班
子集中换届、数字化改革等大战大
考，深入践行组织路线、发挥组织优
势、扛起组织担当，以组织工作稳进
提质推动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发展增效。

新的一年，我市组织工作将以
“喜迎二十大、开好党代会、服务示
范区、保障主战略”为主题主线，以
构建党建统领智治体系为目标，以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根本遵循，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深化落实“七

张问题清单”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争
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两个
维护”的示范引领者，为实现四省边
际共同富裕示范区战略目标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政治铸魂、思
想领航，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
大改革、组织部门数字化改革精准
赋能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打造“两勤两专”的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构建精密智控干部立
体监督机制，全面深化“红色根脉强
基工程”，奋力打造四省边际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要突出塑造变
革、务实求实，在破解重点难题重要
课题中加快打造组织工作标志性成
果，奋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衢
州组织工作高分答卷，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省第十五次党代
会和市第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邹乡月）
3月 4日上午，我市召开全市“五水
共治”（河长制）工作暨“找寻查挖”
推进会。会议传达省委、省政府

“五水共治”决策部署，总结回顾去
年“五水共治”工作，部署今年治水
目标任务。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先赴现
场检查挂牌问题整治、“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等情况，后在市行政中心召
开推进会。衢江区政府、市生态环
境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依次上台
作交流发言。会上还宣读了《2021
年度全省“五水共治”工作考核优秀
乡镇（街道）名单》《衢州市“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标杆镇名单》，并举行
标杆乡镇授牌仪式。

去年，我市继续保持七夺“大禹
鼎”的良好态势，交出了一份“五水
共治”高分报表：水环境状况在全
国 338个地级市中位列第 21位，再

一次实现争先进位，出境水水质连
续五年稳定保持Ⅱ类水；超额完成
了 4个工业园区、193个生活小区、
10个镇街“污水零直排区”建设目
标；治水满意度连续四年位居全省
第一。

会议强调，我市治水工作已经
迈入“深水区”“攻坚区”，既要肯定
成绩，也要正视不足。目前，治水设
施的短板依然存在，“找寻查挖”出
来的问题仍需整改，因此面临的形
势依然严峻、任务仍然较重。

会议要求各部门深入推进“五
水共治”碧水行动，坚持水环境、水
安全、水生态“三水”统筹，加快实现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覆盖和常态
化运维，确保全市出境水质保持Ⅱ
类以上，水环境质量保持全国排名
前 30，“五水共治”工作满意度全省
领先，让我市治水工作再上新台阶、
再创新佳绩。

全市组织部长会议召开

亮成绩 看问题 定方向

衢州“五水共治”推进会召开

金融网格员暖心服务基层群众

立功喜报
送到家

3月4日上午，柯城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组织开展为荣立二等功
现役军人送喜报活动。市、区两
级相关领导及部队有关负责人等
军地领导为驻衢某部现役军人严
曙光、杨勇同志送来二等功喜报
和“二等功臣之家”牌匾，并将慰
问金交到家属手上。

通讯员 王小军 王明明 摄

本报讯（记者 林敏 通讯员
毛常库） 3月4日晚，北京冬残奥会
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
在独特的倒计时环节前，是滑雪表
演，10余位滑雪爱好者从10米左右
高的雪道上滑下……你知道吗？
最后压轴出场的那位是衢州人。

他叫周鑫涛，今年27岁，是前
单板滑雪国家队队员、浙江单板滑
雪队队长。此次，他受北京冬奥组
委开闭幕式工作部特别邀请，参加
冬残奥开幕式滑雪演出。“我是国
内为数不多小腿截肢、擅长滑雪的
人，所以也就成了参演的目标人
选，组委会多次来电邀请我加入。”

今年2月上旬，周鑫涛和同事交接
好工作，匆匆赶赴北京，和其他滑
雪表演者一起进入集训状态。

“我有滑雪基础，开幕式上贴
地滑雪动作对我来说不难。这一
个月来，最难的是等待的过程，因
为其他备选节目众多，轮到每个节
目上台练习的时间很少。在台下
看别人练，而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
状态非常难受。”周鑫涛说。

5岁时，因为一场车祸，周鑫
涛右小腿膝关节以下被截肢。面
对生活的重击，他没有放弃对生活
的热爱，反而不断地去挑战更多的
运动领域。他穿着义肢去飞滑翔

伞、骑行、攀岩、滑雪等，也因此收
获了很多“第一”。很多喜爱他的
人，都称他为衢州“钢铁侠”。其
实，除了户外运动，周鑫涛在吉他、
摄影、音乐等方面也玩得很好。

在所有的运动中，周鑫涛最喜
爱的就是滑雪。2017年6月，周鑫
涛被省残联推荐参加全国残疾人雪
上项目训练营选拔。那是他第一次
站上雪场，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项运
动。最终，他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的
身份入选国家高山滑雪单板集训
队。雪上训练不到一个月，他就在
全国残疾人高山滑雪和单板滑雪锦
标赛中拿到单板滑雪肢体残疾组障

碍追逐第五名、回转项目第六名。
之后的几年，大大小小的比赛

周鑫涛也参加过一些，取得不错的成
绩。2021年全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
动会单板滑雪比赛，是周鑫涛最后一
次参赛，获得该项目第四名的成绩。

退役后的周鑫涛从事滑雪培训
相关工作。同时，他还和第三方公
司合作，拍摄自己的运动短视频，
发布在B站、小红书等平台，希望
改变大家对残疾人的看法，“虽然
我们身体不方便，但很多事情照样
可以做到。”周鑫涛说，这么做也是
向广大残疾人传递正能量，鼓励他
们积极参与运动，拥抱美好生活。

衢州“钢铁侠”亮相冬残奥会开幕式滑雪表演

本报讯（记者 林敏） 3月 4
日晚，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在国家
体育场“鸟巢”举行，800余人参加
开幕式演出。其中，残疾人表演者
占 30%。衢州 5位听障人士丁芳
洁、王思韩、祝鹏程、徐文帅和金吉
利受邀，与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一
起，参加开幕式演出。

开幕式演出结束后，记者通过
视频连线，在他们家人的协助下对
几位参演者进行了采访。

充满期待的一家人

当晚7点，记者走进市区荷苑
小区一户人家里。在这个家中，远
在北京的男女主人徐文帅和丁芳洁
将参演开幕式的两个节目。因为保
密要求，家人提前知道的信息有限，
只知道与“圆舞曲”和“会徽”有关。

“前面，他刚和妈妈用手语通

完视频，看到‘鸟巢’了，很高兴。”
奶奶徐鸣莺看着孙子徐朴易说，小
朋友在几天前就向妈妈“请示”，这
天不去上兴趣班，就在家中，守在
电视机前，看爸爸妈妈的表演。

在“会徽”展示节目出现时，孩
子的奶奶立马站起来，在电视屏幕
上仔细搜寻儿子的身影。只是人
太多，一直都没有找到。

晚上9点20分左右，在小朋友
等得有些着急时，《冬残奥圆舞曲》
上演，只见一位位身着点缀“雪花”
装饰的演员出场。“穿的衣服都是
一样的，怎么找？根本找不到妈妈
呀！”既气馁还有点困的小朋友趴
在沙发上，直接放弃寻找。

苦练只为舞蹈完美呈现

孩子奶奶给记者看了微信家
庭群中，丁芳洁1个多月前上传的

照片，因为训练，她身上淤青成
片。“舞蹈动作太难了，训练太苦
了，我想退出。”但公公婆婆在心疼
儿媳的同时，也鼓励她，既然去了，
就要坚持到底。而丁芳洁想把最
美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为儿子树立
榜样。为此，她和儿子已分开了
80多天。

“我们先在杭州训练，1月3日
后来到北京，封闭训练了两个多
月。舞蹈能够完美呈现大家都很
高兴。”丁芳洁说，“这段排练和演
出经历注定是人生中宝贵的一段
记忆。接下来，我要和丈夫一起投
入到闭幕式的演出排练中。今天，
他在场上只是伴舞，但是闭幕式
中，他们的节目分量较重。”

闭幕式演出也精彩值得期待

在山东烟台的一个家居卖场

里，演职人员金吉利的妈妈因为要
守店，提前一天就做好两手准备观
看开幕式。她让朋友调试了电脑，
如果不行，就用手机看直播。

金妈妈告诉记者，金吉利是衢
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三的学生，因
为热爱舞蹈，在接到省残疾人艺术
团的邀请后，他毫不犹豫前往。她
支持儿子的选择，也一直关注他的
演出。昨天晚上，金妈妈守着电脑
看到开幕式结束。

“导演组对于节目的要求非常
严格，每天都在筛选。就在前一
周，我们原本准备的一个开幕式节
目被取消了，有点遗憾。不过，还
好我在闭幕式还要参演一个重要
节目。”祝鹏程说，他是衢江区杜泽
人，2009 年进入省残疾人艺术
团。他告诉记者，闭幕式演出很精
彩，值得期待。

我市5位听障人士参与冬残奥开幕式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