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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明珠

2018 年 5 月 29 日，复兴镇小操场

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学生身着节

日的盛装，沉浸在节日的喜悦气氛

中。共青团射洪县委书记钟思翰、国

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

希宝、国网遂宁供电公司团委书记陈

曦，以及 40 名张开国志愿者服务队

队员与该校师生和家长代表欢聚一

堂，共同庆祝六一儿童节。

这是自“川电留守学生之家”建

成后，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连续 10
年在复兴镇小与孩子共庆六一。

十年来，复兴“川电留守学生之家”

建立，复兴镇小的留守孩子们有了一

个温暖的“家”，少了孤单，多了笑容

和 自 信 。 十 年 来 ，孩 子 们 在 这 个

“家”里学习、生活、成长、圆梦，得到

温暖、陪伴、感恩、希望。

建好一个家
6000 多名孩子受益

2006 年 2 月，四川关爱农村留守

学生行动全面启动，国网射洪县供电

公司抓住这一契机，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2008 年，复兴镇小“川电留守学

生之家”应运而生。复兴镇小“川电

留守学生之家”按照省委、省政府

“关于做好关爱农村留守学生工作和

国家电网公司‘新农村、新电力、新

服务’的通知”要求，在 2008 年地震

后选址建成。

自“家”成立以来，坚持每年都开

展暑期夏令营活动。国网遂宁供电

公司职工子女垚垚与谢敏成为好朋

友就缘于“暑期城乡变形计”。“变形

计”具体做法为，第一年，将“家”里

的孩子接到城里，感受城市变化和代

理父母的关爱；第二年，将职工子女

带到复兴，与“家”里的孩子结对。

通过这种循环方式，让城里孩子和农

村孩子进行思想交流和碰撞，促使双

方 相 互 学 习 、共 同 进 步 。 2016 年 ，

“暑期城乡变形计”项目荣获遂宁市

十佳志愿服务项目。经过十年的发

展，在复兴“川电留守学生之家”，直

接受益的农村留守学生达到6000多名。

2015 年 2 月 3 日，团中央农村工

作部部长次旺平措到川调研关爱农

民子女工作，并专程到复兴镇小“川

电留守学生之家”调研，充分肯定了

校企合作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模式，并

感谢志愿者们的爱心付出，祝愿孩子

们快乐成长。

守护一个家
让爱伴孩子健康成长

“孩子们缺少的不仅是物质享

受，更重要的是亲情。因此，我们要

做的不只是让孩子们有‘家’，还要

帮助留守学生健康成长。”国网射洪

县供电公司团委书记在谈到这一点

时，深有感触。

留守学生由于长年得不到父母

充足的关爱，性格上大多内向、自

卑，甚至影响到了学习和生活。如何

让这些孩子走出心理阴霾？国网射

洪县供电公司 200 余名青年志愿者

用行动作出了回答。志愿者们与留

守学生“一对一”“一对多”结成对

子，通过开展“给爸爸妈妈写封信”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我心中的英

雄”演讲比赛等形式，培养留守学生

的感恩、互助、奉献的意识。“代理家

长日”“亲情活动日”“留守学生夏令

营”，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为孩子们提

供了长期的、稳定的亲情关爱。“这

些留守孩子们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很

多 内 向 的 孩 子 现 在 都 变 得 开 朗 多

了。”老师说起这些孩子们的变化时

激动不已。

目前已在上大学的李鑫，是 2009
年与金电团总支签订的帮扶协议，他

成为“川电留守学生之家”建成投运

后第一个结对帮扶的孩子。当时小

李鑫在小学一年级，父亲去世，母亲

离家出走，家里就只剩下年迈爷爷、

奶奶和小李鑫相依为命，一家人靠爷

爷、奶奶种庄稼维持生计。几年的帮

扶，让李鑫从一个内向、腼腆、自卑

的小男孩成长成一个开朗、快乐、自

信的少年。

2015 年 7 月 20 日，7 名来自省内

各大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复兴镇

小“川电留守学生之家”，开展了为

期 10 天的“国家电网·快乐学校”暑

期关爱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开展形

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文化教育、美艺

教育、自护教育、亲情陪伴等活动，

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妙趣横生的假

期。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青年志愿

者代表在省公司“国家电网·快乐学

校”分享会上作发言，并获好评。

十年来，每年开展“暖冬行动”，

通过送过冬物资和帮扶金、手织围

脖、爱心贺卡、新年祝福、爱心家访，

开展健康体检、跟我学书法、主题班

会，与孩子们交流和合影等，让孩子

们享受久违的亲情陪伴。

留下一份爱
演绎更多温暖的故事

建“家”是基础，把企业文化与

“家”完美融合，通过“家”给孩子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受用终

身，为“家”注入企业文化是“家”的

最大特色。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组

织孩子们参观发电厂、变电站，大大

激发了留守学生学习科普知识的兴

趣，同时也使留守学生和社会群众加

深了对电力企业、安全用电的了解；

开展互动游戏，通过开展一系列与电

有关的活动，让孩子感受电力人的拳

拳爱心，也与这群和“电”打交道的

“爱心家长”更亲密了。

自 2008 年建“家”后，近 700 人的

青年志愿者走进“家”里。每年的六

一都会陪孩子们过节。在节日里，表

彰五星少年，爱心圆梦、赠送成长

包、同台演出、自护教育、互动游戏、

亲情连线、记录成长模样、送绿色进

校园、参加主题班会等等活动让孩子

们的节日丰富多彩。

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川电留守

学生之家”，与孩子们一起开展升国

旗、讲国庆知识、分享国旗小故事、

唱国歌等互动活动，给孩子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在此后的每一年都会在

复兴镇小开展。

建家十年来，国网射洪县供电公

司系统共投入 15 万余元，捐赠物品

700 余件 /套，组织开展寓教于乐的关

爱活动达 100 余次，结对帮扶特困生

160 余名，6000 余名学生直接受益。

十年来，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阳

光关爱行动得到团中央等各级团组

织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先后荣获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第二季度文明新风

奖，连续多年荣获遂宁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2007-2012 四川省留

守学生（儿童）关爱行动优秀阵地”；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团中央拍摄

组、《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专程到复

兴镇小采访报道国网射洪县供电公

司阳光关爱工作，并 3 次在中央电视

台 12 套播报。

十年关爱，十年接力。2018 年 5
月 29 日的“十年关爱伴成长”活动

上，与会领导分别为 12 名“五星少

年”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为 24 名

孩子进行了爱心圆梦，让孩子们更真

切地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家”的

温暖。当当地群众从“关爱十年、爱

在开学、爱心起航、爱的结对、爱在

六一、爱在暑期、爱在暖冬、爱心圆

梦、爱的鼓励、爱的收获”等图片展

示中看到该公司十年关爱的故事，都

纷纷赞扬射洪县供电公司“真是了不

起”“真正尽到了大公司的责任与担

当”。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负责人表

示：“我们相信，未来，在这个家里，

还会有更多温暖的故事不断呈现”。

（伍平 罗明金）

十年不懈常关爱情牵一生伴成长
——来自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川电留守学生之家”的报告

五月是乡村生机勃发的时节，五月是乡村

最忙碌的时节。面对农村抢种忙收、电力需

求量大、贫困村民新一季育缺肥料、缺资金、

缺劳力等实际困难，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 80
名“电力村官”和一批电力员工志愿者，全面

展开了“红五月”助农“双抢”及精准扶贫行

动。

排忧解难寻常事
上门服务又助耕

5 月 18 日，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8 时

许，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的“电力村官”吴东

和他的两位同事已经出现在板板桥村线路巡

视现场。

此时，一名妇女正在和该村 5 组组长交

谈，脸上流露出悲伤的神色。吴东主动上前了

解情况。原来，这个妇女是从外地嫁到板板桥

村的蒲大姐，她有两个儿子，19 岁的大儿子在

外面打工，小儿子读小学 6 年级。由于夫妻关

系不和谐，她的丈夫 7年多都没有回家了，大儿

子打工做的都是重体力劳动，也没有钱寄回家

来贴补家用供小儿子读书，自己既要承担家里

家外所有的农活、操心全家人的生计，还要负

担小儿子的读书费用，生活非常艰难。

当问起她家是否享受到了农村低保和电

费优惠政策的时候，蒲大姐告诉吴东，现在国

家政策很好，她是低保，倒是减轻了一些家庭

负担，但办理用电卡时是以丈夫的名字去开

户的，由于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致使蒲

大姐没有享受到公司每月减免 15 度电费的低

保优惠政策。

吴东安慰蒲大姐不要着急，随后向村两委

了解实际情况，立即建议村两委出证明把用

电卡改为蒲大姐名字，并给她说明了相关的

办理程序。吴东告诉蒲大姐，办理完毕，就可

以每个月享受 15 度电费减免。蒲大姐感激不

已，连声道谢。

为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是国网射洪县供

电公司派驻 80 名“电力村官”的共同责任。

吴东从关心群众的一件小事做起，不过是

80 名电力村官在“红五月”当好群众“贴心人”

的一个侧影。

5 月 21 日下午，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组织

党员、志愿者及“电力村官”在曹碑镇大田村，

为缺劳力的贫困村民的玉米种植松土、施肥，

2 个多小时后，他们就完成了 28 亩玉米地的

田间劳作。随后，“电力村官”走进贫困户家

中，为村民们检查电器安全，通过发放名片、

入户调查、为用户解决用电问题等方式，将服

务送到贫困户身边。

曹碑镇大田村是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重

点帮扶村，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党委高度重

视，年初就成立帮扶组织机构，由运检党总

支、螺电总党支、金电党支部共 122 名共产党

员，采取“2+1”（即 2 名党员认领 1 户贫困户）

的帮扶方式，与该村 61 户贫困户建立了对口

帮扶关系。

大田村 10 组廖明仁大爷今年 2 月份老伴

去世独自一人生活，由于劳动力丧失，又无其

他经济来源，生活比较清苦，这一天，电力村

官税建兵了解到情况后，和村两委协调，为大

爷办理了每月减免 15 度电费的低保优惠手

续，让大爷享受到了公司的政策。”廖大爷，我

是本村的‘电力村官’税建兵，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以后你有用电问题时

记得打电话给我哦……”“要得，我记得到你，

小伙子，你到我们这个组来过好几次了……”

老大爷乐呵呵地说。在李德枝老人家中，税

建兵检查了她家的室内线路、测试了电压、为

裸露的电线接头进行了包扎。电力村官和志

愿者们每到一处，群众无不夸赞他们真是群

众的贴心人。

据了解，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派驻“电力

村官”到 80 个村的 80 名员工和部分志愿者，

在“红五月”正充分发挥着扶贫济困、帮户助

耕、上门服务等作用，全身心投入到农村“双

抢”工作中去，全力保障农村“红五月”电力供

应及用电安全，用心用情帮助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

未雨绸缪早部署
引领示范齐动员

对于“红五月”精准扶贫，国网射洪县供

电公司在 2018 年度工作计划中，就把它列为

一项专项工作来实施。

5 月 1 日，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党委以通

知的形式向各供电所党支部发出“动员令”，

要求“电力村官”深入 80 个贫困村一线，全面

保障农村抢种忙收季节安全用电，切实履行

“电力村官”工作职责。

为抓好“红五月”精准扶贫的落实，国网

射洪县供电公司党委成立“红五月”电力精

准扶贫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安排部

署专项工作，对期间“电力村官”精准扶贫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指导，协调解决

存在的难点问题，党员干部纷纷深入一线引

领带动，保证专项工作有序开展。

各供电所党支部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召开

“红五月”电力精准扶贫专项工作动员会，号

召全体员工统一思想，积极行动；特别是“电

力村官”应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全身心投入

到农村“双抢”工作中去。各供电所积极行

动，制定了巡视检查计划，责任到人，不留死

角，全面检查线路、台区存在的各类问题，重

点检查变台总漏保、开关（刀闸）、安全距离、

警示标志、通道竹树、沿河塘堰一带的定点抽

水电源等；对薄弱环节进行全面诊断，找准突

出问题，分析原因，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

措施，实施“定向治疗”。同时，各供电所要及

时梳理汇总检查发现的问题，对存在的缺陷

按照规定进行消除，杜绝因违章管理和违章

操作引发事故发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坚

持“边查边改”闭环管理原则，确保全县“红五

月”期间电网、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红五月”期间，电力精准扶贫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多次对“红五月”电力精准扶贫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督查，确保了“红五月”精准扶

贫工作的深入开展。

“电力村官”勤作为
“阳光扶贫”显成效

五月的扶贫，是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精准

扶贫路上一个小小的高潮。自 3 月 30 日“电

力村官”派驻 2 个月以来，该公司“阳光扶贫”

已初显成效。

记者了解到，80 名“电力村官”陆续深入

射洪 80 个贫困村后，已参加村两委会议 87
次，探讨研究贫困户电力方面问题 25 处，对难

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制定了详细改造计划；

入户调查 117 次，对 304 人进行了电力扶贫政

策宣讲；通过入户进行掌上电力绑定 852 户，

实现网上购电 25 户，切实解决了缴费困难等

问题；对贫困村的低保五保户进行现场收集

资料，上报 961 户低保、五保户，公司核实后将

给予减免电费相对应电量电费。此外，该公

司志愿者在入户调查中还个人采购鸡蛋、蔬

菜等农产品 41 次；对全县 2155 户计划脱贫用

户进行了入户生活用电排查，排查出室内安

全隐患 26 处，已全部处理；排查出低电压 6
处，正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全面解决；巡视检查

线路竹树障碍 100 处，清除 100 处；隐患排查

出 56 处，处理 56 处；解决无电户通电 17 户，投

入资金 6800 余元。

据悉，2018 年，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计划

投 入 1163 万 元 ，对 6 个 贫 困 村 进 行 电 网 改

造。目前 6 个贫困村改造工程所需物资已全

部到位，进入转运电杆和基础开挖阶段，工程

总量完成 25%。后续将严格督促施工队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完成工程进度、质量、规

范。对全县２处易地扶贫进行低压线路搬迁

及更换配变，涉及改造资金２万元；易地扶贫

电力接入共 30 户。

接下来，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将充分结合

电力行业特点和自身实际，全面落实电网遗

留问题改造、优质服务、“两保户”免费用电基

数政策、结对帮扶和志愿服务 5 项帮扶措施，

切实解决贫困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供电服

务问题，让电力之光点亮贫困户的未来，为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和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而不懈努力，进一步彰显国家电网责任央

企形象。 （罗明金）

助力“红五月”倾情扶贫路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电力村官”扶贫行动掠影

本报讯 5 月 24 日，国网射洪县

供电公司党委书记谢红星在复兴供

电所校企联建工作室主持开展“校

企联建关爱明天”主题党日活动。

国 网 遂 宁 供 电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苏 旭

燕、复兴镇党委书记任尚志出席活动

并讲话。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执行党的决定……”待与会人

员参观了校企联建工作室和十年爱

之路的展板后，与会党员同志一起重

温了入党誓词；与会领导为谢刚、钟

洪明等 6 名在 5 月过政治生日的党员

赠送了生日贺卡并寄语；随后，复兴

镇小校长蒲俊和复兴供电所党支部

书记李伟分别结合各自党支部实际

情况，从增强文化自信，加强青少年

培养和为民服务等方面为大家作了

党课宣讲，与会党员踊跃畅谈感受和

体会。

在“十年关爱伴成长”座谈会上，

谢红星从“川电留守学生之家”基本

情况、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关爱活动

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及

下一步的打算等五个方面就校企联

建十年关爱活动开展情况作了汇报；

与会领导化身为圆梦天使为谢勇等

6 名同学送上了梦想的礼物；学生代

表何乐为代表复兴镇小的全体同学

致感谢信；“感恩的心感谢命运，伴

我一生让我有勇气作我自己，感恩的

心感谢命运……”志愿者代表和学生

代表合唱的《感恩的心》响彻校企联

建工作室。“十年来，我参加过不少

的志愿服务活动，对阳光关爱活动我

觉得非常‘值’！”……与会志愿者就

参加阳光关爱活动畅谈体会和感受，

一字一句，真情实感感动了全场。

任尚志代表复兴镇党委对电力

企业和复兴供电所对复兴镇经济社

会发展，特别是电力助推脱贫攻坚，

让 3 个村 1726 人顺利脱贫摘帽表示

由衷的感谢；同时对遂电人一直以来

用心关爱留守儿童成长表示感谢，并

表示将带领复兴镇党员志愿者积极

参加“校企联建关爱明天”工作，支

持关爱活动的开展。

苏旭燕强调了此次主题党日活

动的目的和意义，认为校企支部联建

既可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也可通过

有形的活动来激发党员干事的热情；

关爱留守儿童既是履行社会责任，更

是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通过言传

身教来强化孩子们思想认知。会上，

他简要通报了目前公司党支部联建

成效，感谢复兴镇党委政府和复兴镇

小对校企联建工作的支持，希望双方

支部将以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

创新校企支部联建的方式方法，赋予

更丰富的活动内涵；希望射洪公司要

服务好地方党委政府大局，抓好电力

扶贫和阳光关爱活动，进一步深化电

力村官和阳光关爱活动。

随后，与会党员还分组到特困生

谢勇、冯梓航家里进行了走访慰问，

了解生活、生产情况，送上了慰问金

和慰问品。 （陈海蓉 汪勇 罗明金）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赋予“校企联建关爱明天”更丰富的内涵

遂宁公司党委书记苏旭燕在遂宁公司党委书记苏旭燕在““校企联建关爱明天校企联建关爱明天””主题党主题党
日活动中向复兴小学学生赠送书包日活动中向复兴小学学生赠送书包

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员工与复兴小学学生共度六一节国网射洪县供电公司员工与复兴小学学生共度六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