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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新时代
金融新担当

合办

本报讯（通讯员 赵
新平）当前正值农业春耕
备耕的关键时期，乡宁农
商银行深耕“三农”土壤，
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不断优化服务
方式，备足春耕备播资金，倾心支持春耕
生产，切实解决农民春耕资金、服务需求。
截至目前，全行已发放支持春耕备耕贷款
类126笔。

为帮助农户、农业企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春耕备耕需求难
题，乡宁农商银行对辖内300余户经营主
体开展生产资金需求调查，制定了春耕

备耕投放计划，最大程度满足“三农”春
耕备耕期间的金融服务要求，保证春耕
备耕生产资金及时到位。

为了解决农户春耕备耕资金需求
短、频、急的问题，乡宁农商银行积极优
化金融服务，开辟春耕备耕“绿色通道”，
简化信贷业务流程，实现快审快批，让更
多、更快、更优质的“金融活水”注入春耕
备耕。同时，该行通过大力营销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等电子化
支付业务，为农户提供
全天候快捷金融服务，
并持续推进“金融服务

站”建设，打通服务农民“最后一公里”，
改善农村地区支付结算环境，确保春耕
资金和惠农政策真正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李莉） 今年
以来，浮山农商银行充分发挥地方
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出台“三送”措
施，助力春耕备耕和涉农企业复工
复产。目前，已累计投放农户贷款 1907
笔，金额8782.08万元；为涉农企业投放
信贷资金5867万元。

勤走访，送政策。浮山农商银行成立
“三农”金融服务小分队，集中走访辖内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详细了解传统农户、特
色产业的资金需求，重点宣传农商银行坚

持春耕备耕贷款“四优先”政策。目前，共
走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0户。

多发力，送服务。为抢抓农时，浮
山农商银行提供“柜台前伸”服务，借
助“全面授信”系统移动平台，采取移
动终端在田间地头“上门送贷”服务，
保证春耕支农的快速、及时发放。对在

册不在本地、外出务工、信息不
掌握、信贷有困难的四类农户，
提供逐户对接、延时下班、在线
服务等金融服务。

快行动，送资金。浮山农商银行对
已经完成客户授信的，直接用信；对没
有进行授信的客户，当天回复借款条
件是否符合，对于符合条件的客户，最
多 2天内完成贷款投放，将“快”字融入
贷款办理各环节，做到当天审批、当天
放款。

浮山农商银行

“三送”措施 助力春耕备耕

乡宁农商银行

金融“活水”润春耕 不误农时不负春

此 生 只 为 学 生 来
——追记襄汾中学高级教师张临生

本报记者 景秀红 郭 璞 郭秀婷

“有 500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
的百万遗产捐给了学校”“他的雕像在
襄汾中学落成”……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
有这么多人自发参加他的葬礼？学校里
为什么会竖起一个普通教师的雕像？

他，就是襄汾中学已故教师张临
生。

“像魏书生一样崇拜教师这个职业”

张临生，祖籍晋城市泽州县，1960
年出生于临汾，去世前为襄汾中学高级
教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张临生进入襄汾
县蔬菜公司工作，因工作积极先后获得
该县“劳动模范”“青年突击手”称号。

1981 年，张临生调入襄汾中学工
作，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行政岗
位工作的他，为了实现站上讲台的目标，
到原临汾广播电视大学报名进行脱产学
习，后来，又在山西师范大学政法系政治
教育专业进修了三年。1991年，时值班
主任队伍缺人，有人推荐张临生，校领导
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让他担任了班主
任。没想到，张临生“一鸣惊人”。班级管
理得井井有条，学生行为习惯大为改观：
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听话懂事了，原来
学不进去的学生爱学习了，课间操时全
班更是齐刷刷喊起了口号……

张临生竟然让学生变了样！大家不
由得啧啧称奇。

“临生带的是政治课，善于做思想
工作。学生有了问题，他不只给孩子讲
道理，而且会把家长叫来做思想工作，
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直到学生心服
口服，自发地做出改变。”襄汾中学校长
刘彦青把张临生的教育教学经验归结
成四个字“严、细、实、爱”，他说，“临生
并不是有着雄韬伟略、满腹经纶的学者
大师，但他真的热爱教育，像魏书生一
样崇拜教师这个职业。”

“靠的就是一个守字”

“一手提着个黑包包，一手拿着个

大水杯，夏天一件旧衬衣，冬天一件蓝
棉袄。”在襄汾中学教师刘江鹏的印象
中，张临生常年基本都是这个样子。“他
的黑包包几乎时刻不离手，里面装的东
西是别人看来并不值钱的‘学生知识落
实档案’，但那可是临生的宝贝！上面密
密麻麻写着某个单元、某个知识点理解
过关的学生名单，他会在名字上画圈，
人名全部画完圈的，他就用红笔写上一
个大大的‘OK’……他还把班级分成若
干个小组，分别命名为‘冲击高考小分
队’‘孺子可教小分队’‘知耻后勇小分
队’等等，各个小组之间展开学习竞赛，
班上你争我赶，学风甚浓。”说起张临
生，刘江鹏一脸佩服的神情。

“其实，临生也没有什么妙法，靠的
就是一个‘守’字，靠的就是盯人式的管
理方法，却实在而有效。”与张临生共事
多年的学校工会主席陈六广说。

张临生特别能“守”。别的老师上课，
他坐在教室后面跟着学；自习时间，他守
在教室里，有时督促学生完成作业，有时
让学生在他面前背各科的知识点；星期
天，别的老师休息了，他还“守”在学校，
组织住校学生读书或以考代练，直到一
个个过关才作罢。不仅如此，他还会抽出
时间去“守”各科老师，询问学生要背诵、
练习的知识点，帮助监督落实。

学生王振峰迷恋网络游戏，为了帮
他戒掉网瘾，只要在校园里看不见王振
峰，张临生就会跑去网吧“抓”他，一次、
两次……终于有一天，王振峰主动找到
他，“老师，我再也不去网吧了！”后来，
细心观察的张临生发现王振峰对数学
很有悟性，便及时与代课老师沟通，有
针对性地帮他查缺补漏。1997年，王振
峰顺利考上了山西财经学院。

学生李聪聪，常打架、爱上网，张临
生通过耐心疏导和严格管教，使他与恶
习彻底决裂，并帮助他做知识卡片、督
促他落实知识点……高考时，李聪聪考
上了湖南大学。还有入班时成绩不太好
的学生张艳蓉和刘虎，张临生不抛弃不
放弃，每逢空堂课，都会带着他们找代
课老师补课，并严格监督，最终两个学
生都达到了二本线，刘虎还考出了数学
107分的高分。

30多年里，凭借多年的执业经验，
张临生摸索出“一争”（勇争第一）“二
严”（行为规则要求严，学习目标定得

严）“三实”（对学生感情实，工作环节抓
得实，重点知识求落实）的班主任工作
法，得到学校肯定，并在全县各校推广。

“教育的全部奥秘在于爱”

1993年11月，襄汾中学的学生们搬
进了新建宿舍，起初那个月，因为还没有
安装取暖设备，宿舍里晚上寒气逼人，学
生们难以入睡。张临生找来许多玻璃瓶，
每天晚上都会把热水灌进玻璃瓶中密封
好，挨个放进学生的被子里，整整一个
月，天天如此。毕业多年后，学生们依然
记得在那个严冬里伴随他们度过寒冷夜
晚的“土暖气”和张老师浓浓的爱。

每年夏季，蚊虫乱飞，影响学生的
学习和休息，张临生都会定期买专用
杀虫剂，往教室、宿舍喷洒，还自费买
茶叶、煮绿豆汤，为学生解暑……几十
年如一日，点点滴滴，都刻入了学生的
记忆。

“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源于对学生
的爱，一旦失去爱，一切办法都不会产生
好的效果。”张临生教过的学生、现为襄
汾中学教师的杨阳说，“张老师让我懂得
了教育的全部奥秘在于爱每一个学生。”

以往“三好学生”评选相对集中，评
选名额比例很小，激活班级工作的作用
不明显。为此，张临生把评选条件稍稍
放宽，又加大了比例，并增设了单项奖，
如“纪律标兵”“文娱积极分子”“助人为
乐模范”等，吸引了更多同学积极参与、
各展其才。他用历年的高考奖金，在班
上设立了“未来之星”奖学金，鼓励学生
努力向上，先后有80多人获奖。

46岁的许高庆，对张临生有着特殊
的感情，因为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张临生
的学生。在他的记忆中，当年上学时，无
论在学习中还是生活上，只要有困难，
张临生总会第一时间出现。2017年，许
高庆的儿子考入襄汾中学，成为张临生
班里的一名学生。在他的督促教导下，
孩子的成绩不断提高，2020年考上了心
仪的大学。

“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为了
学生啥钱也舍得花”……至今，襄汾中
学教师许淑绒依然记得张临生和学生
之间动人的一幕幕：每年元宵节时，他
会给每个学生写下祝福语；每年的励志
远足，走在学生中间的他都会拿起自费

购买的摄像机为学生留下美好记忆
……

自 1991 年起，张临生一直担任班
主任，先后带过 16个班，他所带班级的
高考达线率年年名列全县第一。据不完
全统计，他带过的学生中，已有 100多
名学生成为研究生，30多名学生考取了
博士学位。

“把生命献给祖国的未来”

2019年 5月，张临生带着不舍，离
开了他心爱的学生们。在生命的最后阶
段，他依然坚守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
校领导和同事们看他状态不好劝他休
息时，他总是坚定地摇摇头，“没事，没
事，请大家放心……”

在一篇题为《洒向学生都是爱》的
文章中，张临生写道：“……为了党的教
育事业，为了心爱的学生，我甘愿把我
全部的爱毫无保留地献给他们——祖
国的未来！”

“他的整颗心都在学生身上，家里啥
事都指靠不上他。”把满腔爱都给了教育
事业和学生的张临生终身未婚。令他的
三哥张爱国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
一次，他去看望张临生，想着兄弟俩一起
吃顿饭、好好聊聊。“没想到，临生竟然说

‘我给你钱，你自己去吃饭吧，我还要看
学生呢’！”当时张爱国很生气，觉得这个
弟弟太无情了。然而，整理张临生的遗物
时，看到一本本“学生知识落实档案”和

“临汾市模范班主任”“山西省优秀班主
任”“全国优秀教师”等30多个荣誉证书
时，张爱国被深深震撼了。那一刻，他终
于懂得了弟弟。“临生或许不是一个‘孝
顺’的儿子，或许不是一个‘懂事’的弟
弟，但他一定是一个充满大爱也值得学
生爱戴的优秀教师！”

张临生身后留下了一套 110 平方
米的楼房、一间 9 平方米的地下室和
45万元存款，总价值 100余万元。哥哥
姐姐们依照弟弟的遗愿将这笔遗产悉
数捐献给了襄汾中学，成立了“临生爱
心助学基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完成学业。目前基金会已经资助了 12
名学生，每名学生得到了 5000元的助
学金。

张临生去世后，他教过的学生从
全国各地赶回来参加他的追悼会，并
与他的同事一起捐款为他塑起一座雕
像，让他仍能时刻看到他挚爱的学生
和校园、看到他挚爱的教育事业蓬勃
向前！

张临生的名言“把每一个学生当作
自己的孩子”“宁可让学生骂三年，不让
学生骂一辈子”成为襄汾中学教师们的
信条。

张临生“为教育献出一切”“爱校如
家，爱生如子”的教育思想，深深根植于
他的同事和学生心中……

暖风和煦，春意融融。连日来，在市
区三合家园、恒大华府等小区，时常有
身着蓝色工装的燃气职工穿梭在楼宇
之间，沿着步梯一层层往上走，敲响一
户户市民的家门。

他们是临汾燃气公司南城管理站
的抄表员、维修员，正在走家入户进行
户内安检工作。每进一户，他们都会仔
细查看设施，宣讲有关知识，尽心竭力
保障市民的用气安全。

南城管理站辖有280多个小区，直接
服务燃气用户6.3万余户。今年1月份以来，
他们把户内安检作为“保供气”的重要抓
手，组织30名抄表、维修岗位的职工，分区
分片、责任到人，全面推进户内安检工作。

在城市燃气输配系统，户内燃气设
施是安全的薄弱环节。许多市民安全意
识不高，违规用气行为时有发生。有的
燃气连接软管老化严重，却始终没有更
换；有的长期不关闭旋塞阀门，阀门已
经锈死；更有甚者，在安装了燃气管道
的房间住人……站长刘广青介绍：“综
合全国范围内燃气行业的事故案例，燃
气事故发生在户内设施环节的比重达
到 70%以上。所以说，做好入户安检工

作，确保户内燃气安全环境尤为关键。”
户内安检最需要一双“好脚板”。抄

表员赵建芬说：“比如一个小区有 8栋 6
层楼房，每栋楼有3个单元，那么把这个
小区过一遍就得爬144层楼。”

在实际安检中，几乎没有一栋楼的
安检工作是顺利完成的。赵建芬说：“比
如，一栋楼有 36户，在安检过程中有 10
户家里没人，我们只能随后再专门来几
次，直到每户都接受过安检。”

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回头看”占
据了工作人员许多时间和精力。维修员
武伟东说：“送变电小区有 108户，我们
一趟安检了 88户，但剩余的 20户起码
得再来两三次。”

正是在一次次的奔波中，南城管理站
的安检工作在扎实推进。截至目前，全站安
检工作已经完成3.2万余户，占辖区总户

数的50%以上，刘广青说：“接下来的两个
月，我们将加大工作进度，在安全生产月到
来之前，全面完成上半年的安检任务。”

在安检过程中，抄表员一手拿着漏
气报警器，一手拿着燃气安全知识手册，
在完成检查后还要细心讲解安全知识，
提高用户的安全用气意识。维修员则背
着维修工具，以便发现问题随时处理。

“做好安检，细心和责任很重要。”抄
表员陈郝荣说，“我们不仅要检查燃气表
前后接口、软管、阀门，还要看燃气灶具、
燃气热水器的安装是否规范，以及燃气
管道穿墙、穿楼板及引入管穿越地下室
的管道情况。”

冬去春来，这些身影还在一个个小区
里继续奔忙。陈郝荣说：“我们管理站是服
务燃气用户的最前沿，我们一定要高标准
完成安检工作，让广大市民放心用气。”

现对市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
示。

张志君，洪洞县原副县长，拟任省级
开发区正处长级职务。1975年7月生，山
西洪洞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2002
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12月参
加工作。2016年8月任洪洞县副县长。

牛永福，永和县原县委副书记、统
战部长，拟任市直单位正处长级职务。
1975年7月生，山西岚县人，大学学历，
199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
7月参加工作。曾任市政府应急管理办
公室专职副主任，洪洞县副县长，翼城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古县县委常委、县
纪委书记、县监察委员会主任，2019年
5月任永和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长。

公示时间从 2021 年 3 月 17 日至

2021年 3月 23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
信、来电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
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
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
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来信地址：临汾市鼓楼西大街 37
号 市 委 组 织 部 干 部 监 督 科 ，邮 编 ：
041000

联系电话：0357-12380
0357-2090243（传真）

短信举报：15235712380
12380 举报网站：www.lf12380.gov.

cn
中共临汾市委组织部

2021年3月16日

中共临汾市委组织部公示

本报讯（记者 刘 超） 3月16日，全
市煤矿智能化建设论坛暨推介会在市区
金都花园举行。此次会议旨在加快我市煤
矿智能化建设和改造工作，推动全市煤矿
智能化建设纵深发展，保障煤矿安全生
产，实现煤炭工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推介
会现场签约项目2个、总投资约1.5亿元；
意向签约项目8个、总投资约2.5亿元。

会上，我市煤炭能源行业领域的领军
人物与煤矿智能化方面的各级专家共聚
一堂，研讨、交流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先进
理念、先进技术。来自不同高新技术企业
的专家还为与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场精彩
的主题演讲，拓宽了煤矿企业智能化发展
的路径，奠定了我市煤炭产业高质量高速
度发展的基石。

搭平台 建舞台 谋发展
我市召开煤矿智能化建设论坛暨推介会

本报讯（记者 卢 婷） 3月16日，新
组建的临汾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举行揭牌
仪式，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市综合检验
检测工作迈上规范管理、有序发展的轨道。

据了解，临汾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整
合了市市场监管局所属的市食品药品检
验所、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所、市特
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市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市气瓶检验中心，以及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所属的市粮油质量检测中心，市
农业和农村局所属的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监测中心、市畜产品安全检测中心等
8 个单位职能，是市政府直属的事业单
位，正处级建制。

该中心的成立，有利于增强我市检验
检测能力，为我市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药
品安全、医疗器械安全等方面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

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成立
“呜—呜—呜”3月 12日傍晚，天

色渐暗，一辆 120救护车拉着警笛快
速驶进市人民医院，汽车刚刚停到急
诊室门前，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医护人
员第一时间将患者推进了急诊室。

今年 43岁的患者张某某（男）在
市区某工地施工时，不慎从约 5米的
高台坠落，被下方的螺纹钢筋从会
阴部贯入体内，穿过盆腔、腹腔、胸
腔至锁骨下穿出，患者命悬一线，情
况十分危急。

“由于患者伤势较重，并可能伤
及盆腔、腹腔、胸腔等部位的重要脏
器，所以医院总值班及医疗总值班
人员连夜紧急召集肝胆胰科、胃肠
外科、泌尿外科、胸外科等多位专家
进行多学科会诊。”市人民医院副院
长王小虎说，因为贯入患者体内的
螺纹钢筋长达 130 厘米，直径 1.2 厘
米，如不及时取出将直接危及患者
生命。

如何取？
因为钢筋实在太长，截断时必

定会产生震动，势必会对患者体内
的组织器官产生影响。如果整体取
出，造成大出血的可能性更大。方案
定了又否，否了再定……

“专家们经过缜密会诊，制定了
两套方案：一是先将患者的腹腔打
开，让消防人员将钢筋截断，一部分
从胸部创道取出，一部分从原创道
取出；第二套方案是将患者的腹腔
打开，钢筋从原创道慢慢取出。不管
采取哪种方案，取出的过程都有可
能造成二次伤害及大出血，危及生
命。”胃肠外科主任蒙岭说。

为了保障手术顺利进行，院领
导亲自带班，所有涉及科室的专家
团队携带好所需物品在手术室旁随
时待命，确保第一时间应对手术中
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13 日凌晨 1 时 20 分许，手术开
始。各科室专家联合“作战”。

“打开腹腔后，我们发现贯入患
者体内的螺纹钢筋贯穿膀胱，刺破
肠系膜、肠管，穿透膈肌，挫伤了右

肺，碰断两根肋骨后紧贴右侧锁骨
穿出，离最近的大动脉仅有不到 2厘
米；幸运的是，并未伤及肝脏、胆囊、
十二指肠等重要脏器。”肝胆胰外科
主任许其威说。

“在体内截断钢筋可能会对患
者造成二次伤害，我们现场决定采
取直接取出的方案。”泌尿外科主任
朱国熙说。

在取出钢筋的过程中，3名专家
用手固定住钢筋,一点一点移动,取
钢筋的进度以毫米计算。

经过 5个多小时的联合救治，贯
入患者体内的螺纹钢筋被顺利取出。

“目前患者病情稳定，已入住重
症医学科接受进一步治疗。这么长
的外物贯穿身体，在医疗救治中实
属罕见，手术无经验可循，每一步操
作都需临场准确判断和果断处置，
可谓步步惊险，稍有不慎患者就有
生命危险，手术难度可想而知。”王
小虎说，“此次患者的成功救治,是医
院多学科协作、团队作战的结果，也
是医院处置急危重症患者综合实力
的体现。”

在这场较量中,他们赢了!

本报讯（通讯员 郭晓红 李昕罡） 3
月 15日，人行蒲县支行与蒲县人民检察
院在全辖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以“凝聚力
量 打击洗钱犯罪”为主题的反洗钱宣传
活动。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结合辖区实际和
百姓关切的问题，以知识讲座、设置宣传咨
询服务台、播放宣传短片等方式，广泛宣传

当前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反洗钱工作的
社会属性和社会公众应尽的反洗钱义务。
同时，向广大群众介绍了如何在日常经济
活动中保护自己、远离洗钱的有效方法和
配合国家打击洗钱犯罪应尽的义务。

本次宣传活动中，共接受咨询300余
人次，布置展板海报 2块，发放宣传手册
200份，得到了群众广泛好评。

人行蒲县支行

开展反洗钱宣传活动

新闻直通车

5个小时的生死较量
本报记者 郝海军

特别报道

春日的临汾城区，桃花、海棠花、杏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市民三五相约，赏花、拍

照，零距离感受春天的气息。 本报记者 苏亚兵 摄

新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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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市 民 放 心 用 气
——临汾燃气公司南城管理站入户安检侧记

本报记者 柴云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丽英）
“太感谢了！你们办事效率高，
服务到位又贴心，有了资格证
书，我们企业就能大展拳脚好
好干啦！”近日，山西众鑫聚汇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苗文甲，从市行政审
批服务管理局领取了对外劳务
合作经营资格证书，这是我市
首次发放该项证书，同时意味
着山西众鑫聚汇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成为我市当前唯
一一家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资质的企业。

据了解，申办对外劳务合作
经营资格证书对企业注册资金
要求较高，需实缴注册资本不
低于 600万元人民币，并在指定
银行缴存 300 万元人民币的对
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
我市之前一直没有企业申办证
书，山西众鑫聚汇人力资源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的申办填补了
这一空白。

为做好服务工作，市行政审
批服务管理局主动与省商务厅对
接，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证书》证照；为企业提供全程跟踪
服务，对其办理营业执照、验资等
环节进行了一系列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