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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广泛开展“迎冬奥 讲文明 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营造出“人人争当

志愿者、处处奉献冬奥会”的浓厚氛围——

喜迎冬奥树新风 文明祥和过大年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赓续传承红色血脉
贾 佳

国网玉田县供电公司副经理郑爽

扎根一线的创新达人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优良家风照我前行
燕豪杰

组建冬奥知识、冰雪文化志愿宣讲团，
组织志愿者参与送温暖献爱心、扶老助残等
各种邻里守望、邻里互助行动，深入开展清
洁环境卫生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助力疫情
防控……

2021年底，省文明办、省志愿服务联合会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深化“迎冬奥 讲文明
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促进新时代文明规范
普及、文明习惯养成、文明风尚弘扬，以城乡
环境整治的新面貌、群众精神振奋的新状态、
社会文明和谐的新风尚，迎接北京冬奥会。

如今在燕赵大地，年味儿越来越浓，北京
冬奥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迎冬奥 讲文
明 树新风”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起来。全
省广大志愿者倾情奉献、大爱付出，以火热的
激情迎接北京冬奥会，以喜庆的气氛庆祝农
历虎年春节，营造出“人人争当志愿者、处处
奉献冬奥会”的浓厚氛围。

普及冬奥知识，推广冰雪运动

1月18日，在张家口市各条主干道，3000
多面红白相间的冬奥景观道旗安装完毕，浓
厚了奥运氛围，增添了喜庆的过年气氛。

在张家口赛区，4000余名赛会志愿者和
2700余名城市志愿者已经准备好，用贴心服
务、动人微笑，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河北青
年的风采，为冬奥会贡献青春力量。

1 月 25 日，张家口市桥西区在大境门广
场举行重点区域城市志愿者出征仪式，进一
步动员引导全区志愿者以更饱满的热情、更
标准的服务、更优良的作风，投身到冬奥城市
志愿服务中。

连日来，冬奥会赛场内外，“我为冬奥作
贡献”成为全省广大志愿者的共同心声。我省
以高校师生为重点，组织文体志愿者组建冬
奥知识、冰雪文化志愿宣讲团，开展“走进冬
奥”主题宣传活动和“走上冰雪”宣传活动等。

1 月 18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实践活动在
迁安市扣庄镇举行。

为让更多群众体验和感受冰雪运动的激
情和魅力，扣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返
乡大学生开展以“助力冰雪、喜迎冬奥”为主
题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青年志愿者们耐心
地为大家讲解动作要领，从姿势、力度、方法
等方面进行细致指导。孩子们手握球把、单膝
触地，轻轻一推，掷出了“人生第一壶”。

日前，在张北县华恒社区居委会，一字排
开的陆地冰壶赛道前围满了前来体验的群
众。这是由张家口市体育局主办的“冰雪大篷
车”百县千乡巡回系列活动。

该活动从去年9月份开始，已连续走进全
市400多个乡村开展活动，通过流动式的教学
体验为广大群众普及冰雪运动知识，提高群
众冰雪运动参与率。

更多冰雪知识，通过志愿服务活动走向
千家万户。

近日，邯郸市文明办联合该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团市委、市妇联、邯郸职业技术学
院等开展“迎冬奥、我青春、我志愿”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向学生宣传
冬奥会的由来、发展及冰雪运动常识等，邀请
专业人员为学生做志愿服务培训，分享志愿
服务活动的经验。邯郸市丛台区结合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通过冰雪知识大讲堂、冰雪项
目体验、冰雪器材展示等，带动 40 万人参与
其中，实现“乡镇、社区、校园”冰雪推广全
覆盖。

表达美好祝愿，助力冬奥健儿

祝福冬奥成功举办，为冬奥健儿加油，全
省广大志愿者通过组织系列活动，表达对北
京冬奥会的美好祝愿。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文安县组织各
界非遗传承人、民间手工艺人志愿者，创作剪

纸、面塑、葫芦烫画等作品，送上对北京冬奥
会的真挚祝福。

文安县李氏面塑的传承人李长友来到大
柳河镇吴石槽幼儿园，以“冰墩墩”“雪容融”
为模板，以冬奥项目滑冰为原型，用一双巧手
创作了数件面塑手工艺作品，还向孩子们传
授捏面人的技巧。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冰雪梦。保定市青
少年以饱满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精心创作
了400余幅书画作品。经过共青团保定市委、
市青少年宫精心布展，1 月 9 日，“童绘冰雪
梦 一起向未来”2022迎冬奥新年书画展正
式开展，将一直持续到3月15日。

在石家庄，“激情冬奥 相约河北”助力
冬奥文艺宣传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平山县河
渠村，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喜迎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

在秦皇岛，2022年我们的节日——春节·
元宵节“喜迎冬奥树新风 文明祥和过大年”
移风易俗庆新春新时代文明实践专场活动拉
开帷幕。海港区的志愿者们在老君顶冰雪世
界景区向游客宣传冰雪运动知识，为北京冬
奥会助力。

日前，孟村回族自治县爱心协会走进养
老院，开展“五彩饺子聚民心 宛乡儿女迎冬

奥”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制作五彩饺子，
并将饺子拼成奥运五环标志，表达对冬奥盛
会的盼望之情和祝福之意。

弘扬文明风尚，营造浓浓年味

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
在北京冬奥会和虎年新春来临之际，辛

集市“迎冬奥 送祝福”写春联、送“福”字志
愿服务活动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
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书写春联，一幅幅散发着
墨香的大红春联和“福”字，饱含对新年的期
盼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活动中，共书写春联
2000余副、“福”字1000多个，送到农村、社区
居民手中。

连日来，全省广大城乡充分利用迎冬奥、
过大年的时间节点，弘扬文明新风，营造浓浓
年味，让广大群众过一个喜庆、文明、安全的
春节。

“您留‘廊’过年，我送‘福’到家”。1月21
日，廊坊市广阳区金桥社区开展写对联送祝
福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让就地过年的居民感
受到浓浓的新年味道。“星火·初心”帮帮团的
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
春联，还向居民宣传防疫措施，提醒大家筑牢
防控防线。

火红的春联、灿烂的笑容、温暖的祝福，
一同走进居民的心。

南皮县爱心协会开展“爱心白菜过大年”
暨春节献爱心送温暖活动，组织爱心志愿者
分7组到9个乡镇及社区，给全县百户帮扶家
庭送去物质慰问和精神关爱。

自1月5日起，邯郸市妇联启动“把爱带
回家·快乐动起来”活动，联合爱心企业为800
名困境妇女、350名留守儿童，捐赠价值22万
元的爱心物资，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张家口市经开区文明办联合相关部门，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关爱空巢老人、
爱护环境、助力美好生活等为主题，积极开展

“双节”期间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迎冬奥、庆新春，倡导文明风尚。
1 月 12 日，在“暖冬行动”春运志愿服务

活动中，沧州市公交集团四公司志愿者引导
乘客保持“一米线”距离有序扫码乘车，帮扶
老幼及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树立良好的公
交窗口形象。

1 月 21 日，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各部门干
部职工走上大街小巷，开展“志愿迎冬奥 洁
城庆春节”志愿服务活动，让群众干干净净过
大年。

2021年11月之前，郑爽在唐山供电公
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领导都愿意把重要
的事务交给他干，新进公司的大学生有什
么问题都愿意向他请教。“现在，他也是我
们单位唯一一个‘双高人才’。”郑爽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娴熟的业务水平，令新老同事
深为佩服。

在郑爽“服众”的口碑背后，折射出的
是他辛勤的汗水和默默的付出。白天，深入
生产现场发现问题；晚上，把自己关进书
房，绘图纸、搭模型、做仿真、分析实验数
据，开展创新研究、解决问题，这早已成为
他的工作常态。

“创新的过程是孤独的，需要耐得住寂
寞静下心来花时间去投入，任何创新成果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郑爽说，从撰写第一
个专利、参加第一个QC发布会踏入技术革
新与创新创效的大门开始，就决定了要付
出大量的非工作时间。

记者：听说您有“技术能手”“比武状
元”等多个称号，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郑爽：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曾经多次
代表唐山供电公司参加省公司组织的各项
竞赛和比武，跟团队合作多次获得团体奖。
其中，2019年带领团队斩获了中国质量协
会成果发布金奖，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理
小组”荣誉称号。

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我有机会参加
了山东电力研究院组织的无人机操控人员
培训，作为国网唐山供电公司的首批取证
人员，对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没有任何经验
可以参考，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正值 7 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
候，无人机培训基地又位于偏僻空旷的通
用机场，没有遮挡阳光的阴凉地，有的只
是烈日当头和驱之不尽的蚊虫叮咬，每天
早早起床跑去实训场地，一练就是几小
时，直到太阳下山，晚上回到宿舍还要继
续学习千余道理论题，经常熬到凌晨。经
过一个月的不懈努力，最终以第一名的成
绩顺利通过 AOPA 考核，成为首批无人机
驾驶员。

记者：在您获得的众多专利和奖项中，
哪一项您最青睐？

郑爽：每一个奖项、每一项发明的产生
都记录着自己对创新工作的付出与收获，
也见证着这些年自己在创新之路上的进步
与蜕变，每一项都视如珍宝。

刚入职时我就发现，检修人员在30多
米高的铁塔攀爬的过程中没有防护措施，
危险系数极高，当时便想着研制一项安全
装置，直到偶然间看到一段攀岩运动的视
频，攀岩的防护措施彻底激发了我的创作
灵感。

从方案的选择、对策的实施以及最终
的现场检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改
进，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绳索式输电
线路铁塔防坠装置研制成功，解决了检修
工作上下铁塔没有安全保护的问题，极大
降低了工人上下铁塔的安全隐患，也算填
补了上下铁塔作业“第一步”和“最后一步”
没有保护的空白。

记者：疫情期间，您是怎样运用自身技
能来保障生产一线供电用电的？

郑爽：2020年2月中下旬，担负着唐山
市甚至国家工业生产重要任务的曹妃甸地
区遭遇大面积风雪冰冻天气，输电线路发
生大面积舞动，多条220KV线路在恶劣天
气中受损。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候
有责任站出来。身为无人机飞手，我自愿加
入“亮旗先锋”战疫突击队，与同事驱车百
里赶往现场，核实线路的受损情况，及时掌
握线路的缺陷位置和严重程度，保障所在
地企业用电安全。

我们第一时间对舞动严重区域线路
进行梳理、制定特巡方案，由于情况紧急，
原本需要两周的工作量，耗时 3 天通过

“无人机+登检巡视”的人机协同巡检方
式，顺利完成 28 条线路 349 基杆塔的巡检
任务，排除线路隐患，确保了工业园区内
包括首钢集团等多家重要企业可靠用电，
避免了因线路跳闸停电而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

我的爷爷贾廉斋，1920 年出生在大名县束馆镇闫庄
村，24岁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9年，
99岁高龄的爷爷去世。乡亲们都说，“这就是好人长寿。”

爷爷一生将“好人”赋予了十分厚重的内涵。幼时的我
不太懂，现如今已读懂爷爷的一切，而最早读懂的就是爷爷
留下的8枚军功章——抗日战争军功章、淮海战役军功章、
解放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

在我的好奇追问下，爷爷曾给我讲过一些发生在战火
纷飞年代的他的故事。1941年，爷爷被选为粮秣委员，在日
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冒险送情报、收公粮，往返于敌占区和
根据地之间；1944年，爷爷考入晋冀鲁豫干部学校，毕业后
加入解放军，其间，两次负伤、五立战功；1950年10月，爷爷
又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再立两次战功。

步入和平年代，爷爷悄悄把一枚枚军功章收起，投入到
新中国火热的建设中。1958年，爷爷响应党的号召，到黑龙
江853农场5分场开发北大荒。当时的北大荒，“千里无人
烟、举目荒草滩、夏日蚊虫咬、冬天冰雪寒，住的是帐篷，吃
的是粗饭……”尽管如此，爷爷还是顽强坚持了下来，和战
友们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建成了国家战略储备粮基地。
1964年，爷爷转业到地方工作，20余年来，爷爷始终不丢军
人本色，领导的单位多次被评为先进。

爷爷 90 岁时，生活已不能自理。喂水、喂饭、翻背、洗
澡、按摩……父亲贾铁山和母亲许永利担起了照顾爷爷的
重任，近十年无一日懈怠。岁月长河里，人生短暂，要用十余
年去守望一个病人，所付出的牺牲难以想象，父母将中华孝
悌文化做了很好的诠释，父亲也因此荣获邯郸市新华书店

“道德模范”称号。
红色家风代代赓续。爷爷对党的忠诚、对革命工作的热

情，以及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在父亲和我的身上得以
延续。

父亲目前是邯郸市新华书店大名县分公司的负责人，
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以及承担传播主流文化重任的县域书
店，父亲与时俱进，带领全体员工将全县20个乡镇、76万常
住人口、12万在校学生的图书发行任务圆满完成，并实现
了大名县651个行政村图书阅览进农家的全覆盖。近年来，
父亲和他所在单位荣获“全省学雷锋活动模范岗”“四个一
批”人才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90后”，我在祖辈和父辈营造的真善美家庭
环境中长大，目前就职于邯郸市新华书店。不久前，我有机
会参加了由邯郸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等部门举办的“劳动
创造幸福——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主题征文活动并荣
获一等奖，作为一名新员工，为集体争得一份荣誉，并在新
员工考核中名列前茅，为“做一个贾家好儿女”首开扉页
之美。

（作者单位：邯郸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我出生在定兴县东落堡乡田侯村，多年来，一直牢记并
秉承着母亲传给我们那“艰苦朴素，甘于奉献”的优良家风。

“农业战线上的一朵金花”“农民致富的贴心人”，每当村民
们谈起母亲都会赞不绝口。

母亲生于1947年，成长在艰苦岁月，18岁开始担任东
落堡乡东落堡村农业技术员，后来先后被聘为专职棉花技
术员、定兴县棉麻公司技术员。“读书是我的好习惯，艰苦朴
素是我的特点，真干实干是我的本色。”母亲原本是个普普
通通的农村妇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她克服了种种困
难，以顽强的毅力刻苦钻研各种农业科技书籍，并学以
致用。

从小长在农村的母亲看过太多人因为缺少棉花挨冻受
穷，于是开始学习棉花种植技术，决定用科技让乡亲们不再
挨冻。为了尽快提高棉花种植技术，她曾拜棉花专家李文昌
和孙喜教授为师，阅读上百本农业技术书籍。母亲对工作兢
兢业业、任劳任怨，曾连续两年在保定地区棉花培训班上讲
课，并编写了长达5万字的《棉花生产技术知识》一书，发往
全区各县。

母亲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受到广
大群众一致好评的同时，党和人民也赋予母亲崇高的荣誉：
1982 年当选为县人大代表，1988 年当选为省人大代表，
1982年被评为县劳模，是县、地、省三级先进科技工作者，
劳模及三八红旗手，1994年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
荣誉证书。河北电视台也曾以母亲为原型，拍摄制作电视连
续剧《银海沧桑》。

如今，母亲已年过七旬，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干劲儿和热
情。退休后，自己在家里办起农业科技服务站，每当村民有
问题请教，她总是耐心地讲解，无偿提供各种科技服务。

母亲一生勤奋刻苦、无私奉献的品质深深影响着周围
的人，更根植在我的心中。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响应国
家号召，在母亲的支持下到部队当兵。在部队，因工作出色
曾荣获全集团军“学习标兵”“优秀士兵”荣誉称号，次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退伍后，我又到山东潍坊市中医院进修，
2007年分配到定兴县中医院工作。从医近15年来，一直牢
记着母亲对我的教诲，始终用一颗爱心对待患者，用真心对
待工作。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1月
23日，农历除夕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武汉成了全国的焦点。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毅
然写下请战书，参加首批赴石家庄机场支援疫情防控队伍，
从事新冠肺炎确诊、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的转运，120急
救及隔离点执勤等工作。在支援疫情防控工作的42天里，
我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从未喊过一声苦和累，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责任与担当。

2021年春节前夕，石家庄疫情再次来袭。1月10日，我
再次请命出征，赴石家庄市急救中心支援疫情防控工作，在
那里度过难忘的春节。

我常说，母亲是我的榜样，我要做像母亲那样无私奉
献、服务于社会的优秀党员。正是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我
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
的各种活动，并多次获得优秀团员和优秀少先队员称号。

（作者单位：定兴县中医院）

对话河北好人

为推广冰雪运动，喜迎冬奥，武安市古武当山景区新建了滑冰场和戏雪园，有冰上自
行车、碰碰车、撞撞球、滑雪等安全、刺激而又充满乐趣的项目。图为游客在文明有序地体
验冰壶运动。 河北日报通讯员 郭文朝摄

郑爽在车间创新工作室开展杆塔防坠落装置的研究。 河北日报通讯员 范江涛摄

好人名片：郑爽，国网玉田县
供电公司副经理。他立足岗位、勇
于创新，工作以来获得 34 项 QC 成
果、1项管理创新、17项科技创新、8
项“五小”创新，24 项实用新型专
利、8 项发明专利，为推动公司发展
和电网提质增效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曾荣获新时代“冀青之星”优秀
青年等称号，2021年7月被评为“河
北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