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五华政报
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利燕 版式：涂未然 电话：（0753）4433326

科教文化4

中共五华县委宣传部 电话：4433326 邮箱：whzbbjb@126.com 本报发至县直各单位，各工商企业，各镇、村（居）委会，中、小学校

戴送玲 企业的操心人 群众的贴心人
系列报道之十三

导语

五华县人大代表、广

东元生堂酒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戴送玲，与时代同行，

挤身改革开放大潮，回乡

创业。立足本土市场，依

靠诚信和质量，不断做大

做强企业。同时，她积极

回报社会，参加公益事业，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为

五华县城城中村发展建言

献策、发光发热，肩负起一

名人大代表的社会责任，

体现了一位女企业家的别

样情怀。

●信息来源/五华县人大办
图文/本报记者 丁文茂 陈利燕

五华县人大代表、广东元生堂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中的“操心人”

人生创业的道路上从来就没有顺
风顺水，企业发展也没有一成不变。
思路变，企业发展才会更加行稳致
远。戴送玲与丈夫李耀民结婚后，与
丈夫从小县城的城中村来到深圳谋
生，夫妻倆从摆地摊、卖烟丝、卖衣服
到做电子批发 ......尝遍其中的酸甜苦
辣。但戴送玲说：“谁没有苦，谁不曾
累？越苦越要上进，才能改变现状，才

能让老人小孩过上好日子，才不辜负
自己的一生。”

戴送玲在深圳打拼了 13年，积累
了创业第一桶金后，听取好友的建议，
决定回家乡五华县城经营美百惠商店
专营酒水饮料为主的批发生意。戴送
玲坚持以诚待客、公道经营，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蒸蒸日上。真可谓：夫妻同
心，其利断金。

2000年，戴送玲十分看好当时的白
酒和保健养生酒的市场，适逢五华县委
县政府倡导招商引资，积极鼓励乡贤回
乡创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于是，戴送玲决定把在河东镇油
田（原油田镇）经营的酒厂迁至五华县
城工业区（工业四路），投入 3000多万
元建起了两栋生产车间和一幢办公大
楼，同年 12月，注册成立了元生堂酒业
有限公司，主打以养生保健的元气真酒
和原浆白酒系列品牌。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
随。为了尽快成长，戴送玲虚心向酿
酒前辈学习，获取酿酒经验。同事们
之间，互相切磋技能，找差距寻不足。
为了解白酒理论，她经常阅读白酒方
面的专业书籍和杂志，还积极走出去
开阔眼界，更新专业知识。对每一种
酒样都认真品评，眼观色、鼻闻香、口
尝味 ，综合起来看风格，细微分辨质量
差，耐心地、反复地分析、体味、感悟。
过程虽然艰辛，但戴送玲从来没有过
一丝丝的放弃，她深深懂得，要在酿酒
这方天地里有一番作为，需要一股精
益求精的钻劲。

从 2004年上半年整体收购生产元
气真酒的原“五华县古汉酿酒有限公
司”并加以扩大改进，主导产品为“元
气真神牌元气真酒”，产品面市 10多年
来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区有较高的
知名度。

面对近年来政策规范“三公消费”，
严查酒驾等措施对整个酒类行业带来
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此影响公司今年
来效益低下连年亏损。

经营理念必须更新，经营策略必须
适应形势的发展而转变。戴送玲冥思

苦想、寻求突破。她分析到客家本地都
有喝娘酒的习俗且娘酒市场受消费地
域影响较小，接受度高，是客家文化里
一张靓丽的名片。于是在她的带领下，
公司迅速重新调整方向，规划“以客家
文化带动客家娘酒，借电商东风培育全
新消费”的新方向。

目前，公司电商部已于2020年4月
份正式成立，投入巨额资金运营，以此
谋求公司从一个传统生产型企业向一
个电商现代化企业的转变！若进展顺
利，预计用两到三年时间培育线上消费
者，利用阿里，京东，拼多多等平台全面
推广客家黄酒，争取五年内达到规模以
上企业。

群众中的“热心人”

戴送玲不仅仅忙碌于企业发展，她
还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人大
代表的社会责任牢记在心间，她时常关
注社情民意，积极参与社会事业。无论
何时只要组织有要求，她必有回应，力
所能及地捐助贫困学生、帮助贫困妇女
脱贫解困、看望慰问孤寡老人、解决进
城农民工、下岗职工就业问题等等，戴
送玲一直为社会默默的做着贡献。

家住河东镇增塘村的小红，就是通
过熟人介绍来到戴送玲公司工作。她
告诉记者，她一家因缺技术被评为贫困
户，上有老下有小，丈夫的货车载运生
意时有时无，收入不稳定。自己只能偶
尔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到戴送玲公
司工作后既能挣到钱，也能过得开心。
因为公司实行计件，多劳多得。她可以
很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方便照顾老
人小孩。

人大代表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不
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

近年来，地处县城城中村的大布村
等村，村里很多村民由于地方稀少，只
能在房前屋后和自家窗户旁边寄放骨
灰坛，既占用了土地，又影响了瞻观。
于城市建设和文明发展格格不入，村民
反映比较强烈。戴送玲经过深入走访，

听取群众心声，收集民意，在今年人
大会上，提出合理化建议，得到
相关部门的重视。

身为连续两届县人大
代表，戴送玲一直坚持不
断加强学习、履职担当，
如何在人大这个平台上
发挥好人大代表优势和
作用，是她身为一名人
大代表以来一直不断努
力追求的目标。通过参加
调研视察活动，结合自己
挂点的大布村的发展实际，
以民生、环境、食品安全等大
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提案，提
交的关于合理迁徙金神的建议，也得
到了大会采纳，相关部门也正在着力
改善中。戴送玲说，不忘初心，才能不
辱使命，带着老百姓的“问题”可容不
得半点马虎。从最初以个体角度看待
问题到现在客观全面看待问题是近年
履职生涯中最大的收获和感悟。

本报讯 （记者陈利燕 特约记者
罗旭辉）记者从县教育局获悉：最近，广
东省文明办、广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的
通报》，50位广东“最美教师”在教师节前
夕悉数亮相。五华县河东中学教师周亿
锋上榜，梅州市获此殊荣仅两人！

现为中学一级教师、华南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的周亿锋，身材稍显清瘦，举
止文雅，从事物理教学的他，与同学们聊
天式教学时，口才和文采不亚于语文专
科毕业的同行。他从教16年，担任班主
任工作15年。一直扎根乡村教育，专注
于基础教育，立德树人、务实求真。他先
后被评为“五华县教学工作先进教师”、
五华县、梅州市、广东省“最美教师”。

严守师德，引领学生向善
如流

学是师之骨，德为师之魂，以良好师
德引领学生健康成长。疫情期间，人们
谈“疫”色变，人心不宁，他意识到此时学
生不仅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应学
习身边的先进事迹。生活即教育，为此，
他利用三月学雷锋活动月主持召开了特
殊的线上主题班会“传承雷锋精神，致敬
最美逆行者”，让学生分享疫情之下的感
人故事，让学生学习钟南山、李兰娟的先
进事迹，激励孩子们刻苦学习、励志成
才，培养孩子们爱党爱国意识，学会敬畏
担当精神，让孩子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

尽家之责任，负国之担当。
在疫情防控期间，周亿锋积极克服

疫情影响，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
展线上教育，确保教育教学质量。作为
班主任的他首先通过班级微信群开展疫
情防控知识教育，教育学生不信谣、不传
谣、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门；引导家长身
体力行，督促孩子完成各科学习任务、鼓
励孩子多干家务。由于是农村学校，贫
困家庭和留守儿童比较多，面临着家庭
移动终端设备落后、网络流量有限、智能
手机应用存在技术障碍等现实困难，为

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他对有困难
的学生进行单独电话联系，耐心解释，细
心疏导，最终赢得家长的支持，保证了每
一位学生都能顺利进行线上学习。特殊
时期，他做到“教师不掉线，学生不掉队”，
为战“疫”尽一己之力。

不断学习，勇于创新
教研活动是载体，课改教研是先

导。为此，周亿锋老师在教研工作中能
积极探索，勤于实践，做好新课改的模
范带头人。十多年来他曾到深圳、广

州、江苏洋思中学等知名学校学习，观
看各种教学观摩课和报告会，积极参加
省、市、县举行的各种教学比赛活动，周
亿锋善于创新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学
效果。在平时的教学中，他能不断地刻
苦钻研业务，认真研究教材教法，注重
多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学习习惯。

“这种‘聊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聊天，而是通过‘聊天’式的特色教学模
式，在课堂上能给学生畅所欲言的时间
和空间，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整个课
堂气氛轻松、活跃，大大提高了课堂效
率。”周亿锋说。

活到老，学到老。年近四十的周亿
锋老师经历了四次考研历程，终于在
2019年成功考取了华南农业大学硕士
研究生，攻读“农村发展”专业，力争为
五华教育，为乡村振兴贡献绵薄之力。

河东中学校长杨永昌告诉记者，周
亿锋老师党性非常强，善于开动脑筋，
勇于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他创建的这种

“聊天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养成了文明
礼貌的习惯，同时成绩也得到了较大提
高。2020 年升中考试，他所带的班级
中，学校下达该班水寨中学分数线的任
务只有一个，结果有5人上线，超额完成
任务，对带动学校良好班风、学风、教风
的形成，起到了较大的引导作用，也为
河东中学向重点高中输出更多的优秀
生源打下扎实基础。

姓名
陈鑫权
刘 珊
陈 政
邹家政
缪丽玲
古明慧
魏小如
罗 锐
文满婷
李佳宜

学校
高级中学
棉洋中学
田家炳中学
琴江中学
中兴中学
华东中学
水寨中学

周江镇第一小学
转水镇黄龙小学
县第三小学

姓名
张启业
钟风萍
温皓然
黄思斯
廖 爽
廖雅敏
张 萍
范英红
刘一祺
李闰镔

学校
安流中学
高级中学
水寨中学
梅林中学
油田中学
蒲江中学
双华中学

水寨镇中洞小学
华城镇第一小学
县第五小学

姓名
卓鸿蕾
李大可
钟夏璇
邓俊杰
杨琪明
黄婷花
古 懿
黄世铭
曾雅莉
李 璐

学校
皇华中学
五华中学
水寨中学
五华中学
平南中学
龙村中学

华阳镇第一小学
河东镇第一小学
水寨镇第二小学
县黄狮小学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任务使命，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线，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帮助未成年人“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县文明办联
合县教育局组织开展了五华县

“ 新 时 代 好 少 年 ”推 荐 评 选 ，
2020 年共评选出五华县“新时
代好少年”30人。

（县教育局）

本报讯 2020年中甲联赛于 9月
12日起在惠堂体育场正式开赛，为做
好该赛事的疫情防控及保障工作，确保
赛事安全、顺利举行，我县奥林匹克体
育文化旅游区内惠堂体育场、“铭记光
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体验馆已于比
赛日下午临时关闭，景区其他景点正常

开放。因疫情防控需要，今年的比赛采
用无观众封闭式比赛方式，球迷可下载

“中国体育APP”观赛。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梅州赛区还将持续细化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不断查漏补缺，以最细致
最优质的服务，确保赛事安全顺畅运行。

2020年广东“最美教师”、五华县河东中学

周亿锋：“聊天式”特色教学立德树人

2020年五华县“新时代好少年”名单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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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教育专栏

中甲联赛五华赛区战报

2020 中甲联赛梅州赛区首场比
赛已于 12日 19:35在县惠堂体育场打
响，由贵州恒丰对阵浙江绿城。双方

战成 1:1。全场最佳球员，绿城队 22
号程进。

（综合五华新闻、掌上梅州）

13 日下午，首场赛事在中甲联赛
梅 州 赛 区 横 陂 足 球 小 镇 9 号 场 举
行。东道主梅州客家队迎战“升班

马”辽宁沈阳队。最终，梅州客家 2:0
战胜辽宁沈阳城市，取得新赛季开
门红。

梅州客家2:0辽宁沈阳

贵州恒丰1:1浙江绿城

胜！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