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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奇葩邻居往楼下乱扔垃圾
楼下住户无奈只得躲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12月27日，浓雾散尽，暖阳普
照，休假在家的王女士赶紧将家里的被窝拿出去晒太阳。
可是没过半个小时，她就无奈地将被窝收了回来，只为，楼
上住着一个喜欢随手往窗外丢垃圾的奇葩邻居。

王女士住在温泉谭慧路某小区一栋楼房里，二楼。三
楼住户家有两个半大小子，特别闲不住，常常打打闹闹，还
猛不丁地制造出巨响。这也罢了，男孩子调皮，正常。

“可是这家女主就太没意思了”，王女士说，那家女主
非但不阻止孩子，甚至更加“顽皮”，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打
开窗户往外扔东西，包括瓜子果皮壳、掉落的头发、撕掉的
包装袋、甚至泼洒莫名来由的脏水。“总之，她扔的物件无
奇不有。我在想，如果她扔得动，也许从窗户飞出来的还
包括经常被她叱喝的男主！”

在晾晒的东西数次遭遇垃圾泼洒之后，王女士也一再
试图跟楼上女主讲道理。“当然是白费口舌，她总是一副不
以为然的样子。都说远亲不如近邻，真撕破脸吵架也没什
么意思，所以，我只有惹不起就躲啦，唉……”

记者感言：好的邻里关系悦人悦己，对家庭的影响也很
大，会带来彼此安定、和谐的生存空间和环境。遇上完全无
法沟通的，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许管用。

“车工冠军”求索工匠精神
——访我市职业技术能手邓晶

文/图 记者 朱亚平

湖北三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诺大的后方车间内，
邓晶正在一台车床上专心致志地加工一个零件。

邓晶先将一块截圆钢加工成轴，然后拿起游标卡尺
在工件的前、中、后仔细测量一番，接着微微调整中托板
进刀手把，双眼一直紧盯被车削工件……铁屑飞溅，机器
轰鸣，20多分钟过后，圆钢被加工成了一根尺寸精准、表
面光滑如镜的零件。

在车间里，邓晶有个外号叫“一丝哥”。这个外号的
由来，是因为经他一手打磨汽车转向机的零件，误差始终
保持在一根头发的1/4也就是0.02毫米以内，因此，他成
了全厂仅有的车工高级技术人才。

忙的时候，邓晶每天都要手工完成30多个零件，趁
着他工作的间隙，记者上前与他聊了起来。

今年31岁的邓晶，出生在咸安官埠桥镇一个农民家
庭，父母仅靠着几亩薄田养活家中3个孩子，邓晶是老
大。为了减少家中负担，18岁那年，他进入咸宁一所技校
学习车床专业，随后，他孤身前往广东打工。

没有一技之长，在学校学的也都只是皮毛，为维持生
活，邓晶像其他进城务工人员一样上流水线，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拿计件工资。

生活的艰辛，让邓晶决定学一技之长。“像我这样的
人，只有拥有一技之长，才能脱离苦海，生活才能更有保
障。”邓晶说。

2008年，邓晶重新回到家乡咸宁，进入湖北三环汽
车方向机有限公司做一名普通工人。8年的历练，他成长
为整个车间里最年轻的班长。

能成为我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车工冠军”，邓晶
说他也很意外，“我只是力求精准地做好自己的份内事而
已。”

今年12月份，公司接到了我市要举办第二届职业技
能大赛的通知。这次大赛是由市人社局、市总工会举办
的竞赛。获得冠军，就有资格获得“咸宁市五一劳动奖
章”、“咸宁市技术能手”。

根据平日的培训考核成绩，邓晶在高新区的区域赛
中脱颖而出，他代表高新区参加全市的车工技能项目比
赛。

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这跟邓晶平时肯钻研分不开。
刚来到公司的时候，工作时间内没有空闲的机器可

以让邓晶实践，他就等别人都下班了，自己对着图纸加
班加点地研究。每天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8、9点时，
别人早就到家了，他还赖在车间不肯走，即使到了家，他
也是手捧专业书籍不肯放，继续学习车床的操作理论、
实践。

车间里有100多个工人，邓晶都将他们当成师傅，每
天除工作外，他都跟老师傅们呆在一起，利用一切业余时
间，向他们学习机床操作技能、维修技术。机床厂家技术
人员来公司教授相关技能，他也是最爱提问题的人之一。

邓晶还自己花钱买技术、维修方面的书籍，自学相关
知识。尽管他勤奋学习，但他善于总结和举一反三。很
快，他便熟练掌握了车床的操作要领。

在车床边上，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记得一次，邓晶正在全神贯注的加工一个复杂零件，

精神高度集中的他并没有关注机器里飞出来的铁屑。突
如其来的巨痛让他本能地蹲下来捂住了眼睛。一块700
度高温的小铁屑突然飞进了他的眼睛里。医生给的结论
是，就差那么一点点，左眼就会永久失明。

那次以后，邓晶便特别注意安全。他还将自己的工
作经验记录下来，传收给新来的、班里的其他车工。

12月12日，邓晶登上了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的赛场，他
信心满满，但并非为了夺冠，他只为切磋技艺，精益求精。

一系列的实践操作后，邓晶第一个完成了零件制作，最终获
得冠军。但比赛结果出乎邓晶师傅李师傅的意料。

在李师傅的眼里，刚学车工那会的邓晶比一般的学徒要
笨得多。刚开始，一般学徒半个小时就能完成的零件制造，邓
晶往往要1个多小时才能完成，而且还经常保证不了零件的精
准度。

记得有一次，李师傅带着邓晶等徒弟学习螺钉的制造工
艺，邓晶对于螺距始终无法把握好，总是或宽或窄，或长或
短。李师傅便专门下班后留下邓晶，让他反复练习，可出来的
产品依然无法达到标准要求。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邓晶深深知道这个道理。当时他

也很恼火，为什么别人学得会，他就不会。最后，他用笨办法：
主动要求李师傅，如果再出错，便“狠狠打”他，只有头上起了
包，记得痛，才能真正记住。

当天晚上，邓晶一边摸着头上起的包，一边连夜记下了
100多种螺距。现在，他能保证20分钟一次性做出一个保证
精准度的零件。

“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保质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的
目标是向‘工匠’高峰攀登，加工出电脑不能加工出来的产
品。”邓晶坦言，车工的技术含量要求很高，他要求自己一定要
学好、用好它们。”

“我十分热爱我的工作，带孩子坐车出去玩儿的时候，我
会自豪地告诉他车上的方向机零件就是爸爸制造的。”说起日
复一日的工作，邓晶眼中泛起光芒。

险被700℃铁屑灼伤眼睛

用“工匠精神”打磨自身

误差保持在0.02毫米内

抠门老太不打车抱孙回家
天气太冷孙儿冻感冒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孙子外出玩耍尿湿裤子，奶奶
心疼打车费，选择脱掉自己的棉衣包住孙子走回家。结果，
孙子和奶奶都感冒了。29日，说起自家的事，温泉女子杨
艺哭笑不得。

28日晚饭后，因为杨艺加班，杨艺的婆婆陈婆婆带着
孙子聪聪去温泉花坛附近的一个游乐场玩。聪聪好疯闹，
不大一会，聪聪的衣服不仅汗湿了，裤子也尿湿了。同行的
朋友建议陈婆婆赶紧打车把孙子带回去换衣服，但陈婆婆
却认为：这里离家走路就十来分钟，打的要花五块钱，太不
划算。

于是，陈婆婆脱下孙子的湿裤子，把自己的棉袄脱下
来，裹在孙子身上，就这样抱着孙子步行回家。到家后，杨
艺看着婆婆和儿子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这一老一幼这样
回家，不感冒才怪。她赶紧煮姜汤给这婆孙俩。

不过也是于事无补，当天晚上，聪聪便出现了感冒的征
兆，鼻子完全塞住了，只能用嘴巴呼吸。第二天一早，婆婆
也头疼。杨艺默默感慨一句：为了钱损害健康，真是不值。

记者感言：在金钱和健康这道单选题前，很多人都选择
了金钱。殊不知，健康比金钱贵重得多，也是金钱买不来
的。

当日上午10点整，城区某保险公司
保险代理人刘梅与两名客户约在秀玉红
茶坊见面。一见面，她就直接将做好的
保障计划给她们看。

两位客户拿着保障计划看了20分
钟，还向刘梅咨询了一些问题后，称要和
老公商量下，后期再和刘梅联系。随后，
便称有事要先走。

记者试图帮助刘梅留下两位客户，
但仍是徒劳。

客户走后，刘梅说，她能理解客户的
想法，毕竟做保险不易，现在很多人保险
意识不强。“刚做保险代理人时，我遭到
全家人反对。”

2013年，刘梅的爷爷因病住院。她
在医院照顾爷爷时发现，一些买了保险
的病人，保险报销后，自己出的医药费并
不多。于是，她通过熟人介绍，加入到保
险代理人行业。

得知此事后，父母威胁她说：“保险
都是骗人的，你要再做这事，你就是骗子，

我们就不帮你带孩子了。”她对父母说：
“你们可以不认同我的事业，但请尊重我
的选择。”

入行之初，刘梅满怀憧憬，并没有意
识到这个行业竞争的残酷。

短暂的培训之后，刘梅便去“陌拜”
（未经预约，去拜访陌生人）。有一次去
一家公司，拜访了二三十人，热情地会说
声不买，不热情地甚至骂她骗子让她滚。

“那次一单都没有签，我们特别沮
丧。”刘梅回忆。

后来，刘梅发现，骂人者骂人，是因
为早期的代理人没有把条款讲解清楚，

造成了误解。多次耐心讲解后，“骂人
者”终于被刘梅的专业和真诚感动，成了
她的忠实客户。

如今，刘梅终于有了一定成绩，每月
工资比单位职工高不少，亲戚们也终于
认可了这份职业。 （记者马丽）

保险代理人刘梅：

在被拒绝中成长
体验时间：12月28日
体验岗位：保险代理人
体验地点：秀玉红茶坊

中乐在其

入行8
年，他出产的产品

都是‘0次品’；第一次参
加我市职业技能大赛，他便
一举拿下了车工组冠军……
12月28日，记者走进湖北三
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探
访“车工冠军”邓晶的

故事。 熊父母带孩子看暴力电影
孩子满场跑打扰他人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现在有些父母带孩子去
看电影，但却不提前做功课，看的电影有些暴力、情爱的镜
头，非常不适合孩子看。”日前，家住温泉的郑女士吐槽。

原来，前段时间，郑女士去电影院看了《血战钢锯岭》
和《罗曼蒂克消亡史》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都有枪击等
暴力、或接吻等镜头，连有些成人都捂着眼睛看。

然而，郑女士在看《罗曼蒂克消亡史》时，影院里传出
孩子和大人的对话声。小孩说：“好了吗？好了吗？”“还没
好，等一会。”记者循声往前排看，只见一个女孩的妈妈正
用双手掩盖住她的双眼，不让她看影屏。原来，此时影屏
上正播放接吻的镜头。而该片多部分出现床戏等场景，观
看电影的过程中，这位妈妈就来来回回伸手遮挡女孩视
线，直至画面过去。

在放映《血战钢锯岭》时，电影院里一个小男孩直接哭
起来了：此时屏幕上一个角色的腿被炸断，断腿处的血肉
都看得一清二楚，非常恐怖。

还有一些孩子，因为电影太过成人化，剧情比较复杂，
他们不感兴趣，就坐不定、打翻饮料、大声说话或者满场跑
……

“小孩子因为太小不懂事，可大人看电影之前应该做
做功课啊，这部电影到底适不适合孩子看。不然对孩子的
身心都有不好的影响，也打扰其他观众。”郑女士无奈的
说。

记者感言：目前国内的影院尚没有对影片分等级，或
分年龄段建立观影标准。如何让孩子健康快乐看电影，最
关键在于家长要做好引导，帮助孩子选择影片。

本报讯 通讯员江恒结报道：自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以来，咸安区地税局坚持“学深悟透、
知行合一”的原则，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服务发展。

灵活“学”的形式，营造健康有序的学习氛
围，提升“两学一做”整体质量。坚持领导先学一
步、深学一点，把做合格党员的要求融入工作和
生活。邀请老、中、青三代党员促膝长谈，在办公
楼设置“两学一做”宣传栏，并组织党史知识竞赛
等。

丰富“学”的载体，夯实“学而知之”的基础，紧
抓“知而行之”的关键。依托互联网开设党课，发放
党章党规口袋读本，组织党员走进纪念馆，开展

“地税妈妈”关爱儿童等活动，做到“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

创新“做”的方式，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做好常规动作，创新自选动作。再吹便民办税春
风，率先试点“全省通办”，联合国税部门互驻办税
大厅，积极扶贫帮困，帮助扶贫结对村建立了光伏
发电项目、南美对虾养殖基地等。

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实现国地
税深度整合，是当前财税改革的一项重
要内容。赤壁市国税局、地税局按照总
局、区局推行合作规范的整体要求，便
民办税、协同共治、信息共享、有序推
进，推动实现征管互助、执法协同和信
息共享，取得较好成效，获纳税人点赞。

一是与国税局互设服务窗口、共驻
政务服务中心，建立纳税人涉税信息

国、地税一次采集、按户存储、共享共用
的机制。今年已联合办理税务登记事
项744户、联合开展纳税信用登记评价
1135户；二是协同管理非正常户，协同
开展定期定额户的定额核定和核定征
收企业所得税工作，共同研究确定分行
业应税所得额水平和个体工商户税收
定额；三是国地税联合开展了便民办税
春行动、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等工作；四

是开展双方涉税信息共享，交换第三方
涉税信息共22867条，利用外部信息查
补税款200万元；五是协同开展风险管
理，定期交换中高等级风险纳税人名
单，建立纵向齐动、横向联动和内部协
作的税收风险管理格局；六是共同开展
税务稽查等风险应对工作，已共同制定
了《国地税联合稽查实施方案》，防止多
头重复检查，减轻纳税人负担。但敏

咸安区地税局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王冰、江恒结报道：今年以来，
咸安区地税局从三个方面狠抓绩效管理工作的落
实，逐步建立集创新机制、细化指标、竞争激励为一
体的绩效管理体系，使绩效管理工作真正成为各项
工作的有力抓手。

该局从建立健全制度和指标体系着手，制定各
项措施和办法，围绕“全”字抓构建，为全年绩效考核

工作的管理夯实基础。通过组织学习讨论会，建立交
流群等多种形式，开展思想动员，围绕“高”字抓要求，
引导干部职工高标准、高要求落实各项绩效考核工
作。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围绕“实”字抓落实，严
格按照周期、标准进行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与激励机制
相挂钩，解决绩效管理工作“浮”在表面的问题，真正做
到奖勤人、促庸人、罚懒人，有效提升了工作质效。

咸安区地税局以绩效促实效

赤壁国地税征管互助纳税人更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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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通城县枫叶山庄托老康复部遗失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正本，编号：鄂隽民证字第070号，特
声明作废。

周景遗失咸安区璟轩通讯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证号：421202063506930，特声明作废。

周景遗失咸安区璟轩通讯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063506930，特声明作废。

尊敬的水木岚庭二期二批中亨
国际31#、32#、33#、35#、36#楼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水木岚庭二
期二批中亨国际31#、32#、33#、35#、
36#住宅楼已通过验收，定于2016年
12 月 31 日交房。请各位业主于
2016年12月31日前到我公司办理
入住手续，逾期则视为自动收房。具
体事项如下：

1.交房地点：水木岚庭中亨国际

36#楼一楼营销中心。
2.交房应缴纳款项及资料：需带

业主身份证原件、购房合同、发票及
收据（原件）

3.咨询电话：0715-8216666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喜您

乔迁新居！
特此公告
湖北普科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2月30日

交房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