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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院文明新风入民心
今年以来袁福建泉州鲤城区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袁多样形式宣传引导袁多措并举推进治理袁

从 16岁别样成人礼到百岁老人简办寿宴袁从网格化管理到联动共治袁文明之风在鲤城吹拂遍地尧
深入民心遥 蔡明思

湖南永州院乡村劲吹文明新风
近年来袁祁阳县启动乡风文明建设活动袁把精神文明的各项目标细化为爱党爱国尧孝老敬贤尧

勤劳致富尧生态文明等 10项内容袁每年评选表彰文明户 1万户袁文明示范户 1000户遥祁阳大地刮
起了文明乡风尧良好家风尧淳朴民风袁焕发出乡村文明新气象遥 李新春

遗失
声明

赣州全家福商贸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袁
代码院58401827-0袁登记号院组
代管 360781要609033要1袁特
此声明遥

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户号为 021334户口
簿遗失袁户主院朱辉勇遥 成员院朱辉勇尧朱辉明尧
朱月萍尧朱洧岐尧朱嘉靖尧朱曦慧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科学技术协会遗失人民银行颁发
的开户许可证袁账号:1510207509000040065袁核
准号:J4296000559301,声明作废遥

李件发渊身份证院362102197403150147冤持
有 的 失 业 证 遗 失 袁 失 业 证 证 号 院
3607810118000168 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象湖镇惠卖手机店遗失江西省增
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036001800104袁
发票号码:18852403尧 18852412袁特此声明遥

07姻2019年 6月 4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朱 燕 乡村WEEKLY 新风荫周 刊

近段时间袁张占国特别忙遥 每
天晚饭后袁他抓空就和队友一起排
练自己新编的豫剧折子戏 叶王三
贴曳袁 目标是斩获今年县里组织的
百姓才艺大赛金奖遥 借助县里搭建
的野草根舞台冶袁他带着队友们利用
农闲时间走村串乡袁把欢乐和笑声
带到乡村的角角落落遥

64岁的张占国是河北省任县
北定村村民袁也是该村野草根文艺
队冶队长遥 他创作的作品野上头冶连
着大政方针尧 政策法规袁野下头冶连
着百姓身边事尧事中理袁主题从生
态文明到和谐社会再到野中国梦冶袁
颇受乡亲们欢迎遥

在任县袁像张占国这样的乡土文
化能人很多袁但过去缺少展示平台袁很
多乡土文化能人只能野沉睡冶于乡村遥

2018年袁任县启动了野草根舞
台冶建设遥 野耶草根舞台爷是整合农村
文化大院尧县城广场游园等场地资
源以及县艺术团尧各村文化能人等
人才资源袁借助县里组织开展的百
姓才艺大赛尧文艺演出等活动为乡
土文化能人提供的展示平台遥 冶任
县文广体旅局党组书记王梦辉说遥

在任县雅集公园广场袁每周三
晚上都会有一个中老年人包围的
小舞台袁民歌尧戏曲尧舞蹈等节目轮
番上阵袁表演者颇有明星范儿遥 大
东吴村村民王志刚以前是个铁杆
野戏迷冶袁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台上的
野名角儿冶袁唱到精彩处袁赢得台下
阵阵叫好声遥 野自从有了这个耶草根
舞台爷袁 我们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明
显改善了袁还有省里来的专家给现

场指导袁我们表演创作的积极性更
高了遥 冶王志刚说遥

任县县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高
凯英说院野县里从满足群众需求出
发袁编印了文化活动月历袁让群众
对每场文化活动的地点尧内容一目
了然袁并借助耶草根舞台爷袁让更多
的百姓从耶观众爷变成耶主角爷遥 冶

在资金筹措方面袁任县探索实
施了野政府支持引导尧市场筹资运
作尧社会广泛帮扶尧群众积极参与冶
的工作机制袁 解决了资金难题袁当
地文化活动遍地开花遥

目前袁任县 195个村村村都有
草根文艺队袁今年以来借助野草根
舞台冶组织的群众性文艺演出达 68
场次袁 共 10余万名群众乐享文化
生活遥 刘桃熊

王志勇袁男袁1973年生袁网名卖菜
哥袁 张家港市大新镇新东社区居民袁
是当地的一名普通蔬菜销售户遥

他的生活里袁除了卖菜袁就是做
公益遥 2007年起袁他先后策划开展了
帮扶寒门学子尧温暖过渡房尧贴心小
棉袄等多个地市级优秀志愿服务项
目袁帮助空巢老人尧计生特殊家庭等
群体重新野品味冶到生活乐趣袁回归正
常生活袁 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 2000
个小时遥

早年袁父亲患病离世袁家庭变得
一贫如洗袁好在政府和社会好心人的
资助袁解了燃眉之急遥 为了摆脱生活
困境袁王志勇做起了蔬菜批发生意遥

野现在自己有能力了袁就应该回
报社会遥 冶经过数年的艰苦打拼袁当全
家生活条件好起来的时候袁王志勇最
先想到的就是回报社会袁开始了他的
漫漫野雷锋冶路遥

2008年袁汶川地震后袁王志勇当
即捐出 500元袁是大新镇第二个到民
政部门捐款的人遥 紧接着袁通过熟人
介绍袁王志勇结对帮扶了周边几名家
境贫寒的学生遥

2010年袁大新本地少年小轩身患重病袁生命垂
危袁整个家庭陷入绝境遥野很多人说没有希望了袁但我
没有放弃遥 冶王志勇说遥 他和志愿者伙伴们进行了多
次线上线下义卖义捐袁 为小轩筹集爱心款近 10万
元遥野我们创造了生命奇迹袁小轩不仅活下来了袁现在
已经能自食其力了遥 冶王志勇说遥

野贫困学子心中也有琴棋书画冶
家住德积的小婷袁 父亲患尿毒症袁 母亲离家出

走袁家境困难袁野但墙上满满的奖状袁让我格外感动遥 冶
王志勇说遥多次家访的过程中袁王志勇发现了小婷的
一个秘密院她经常到邻居小姐姐家去串门袁为的就是
能接触到电子琴遥 野贫困学子不仅有满墙的奖状袁他
们心中也有琴棋书画袁这样家庭的孩子袁或多或少会
有些心理阴影袁艺术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打开心结遥 冶
王志勇说遥

回家后袁王志勇就和志愿伙伴商量策划了野牵手
成长窑港城寒门学子艺术类培训冶 志愿服务项目袁
2012年以来袁 项目累计得到了爱心企业资助款 21
万元袁为 99位寒门学子圆了艺术梦想遥

野特殊老人需要特殊的爱冶
王志勇的志愿服务对象袁除了孩子袁还有计生特

殊家庭遥 野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社会痛点袁冶 王志勇
说袁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亲情关怀遥 2014年袁王志勇和
伙伴们用野贴心小棉袄冶命名这个志愿服务项目袁为
15户 29位老人带去关爱遥 野志愿者要像小棉袄一
样袁让老人的晚年生活能享受到耶子女爷的关爱遥 冶他
说遥 给老人过生日袁去老人家里做顿饭袁带老人出门
旅游噎噎面对志愿者们的真情实意袁 一个个封闭沉
闷的特殊家庭袁开始有了欢声笑语袁也回归到了正常
生活遥 野志愿服务耶走心爷才能精准袁特殊老人需要特
殊的爱冶袁王志勇说遥

善有善报袁王志勇也获得了江苏省优秀志愿者尧
苏州慈善楷模尧苏州好人等多项荣誉称号袁面对各种
荣誉袁 他总是格外低调袁 他说院野只有更加卖力地工
作袁 才能够有更大的
力量 袁 帮助更多的
人遥冶每当看到经过他
帮助的人生活慢慢好
起来袁 便是他最快乐
最幸福的时候遥

“草根舞台”搅热乡土文化生活

近年来 袁都
江堰市进一步深
挖中华文化资
源袁 深耕巴蜀文
化沃土遥 都江堰
市各中小学积极
开展校园阅读尧
家庭阅读尧 亲子
阅读袁 建设书香
校园等袁传承尧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袁 掀起了都
江堰市青少年宣
讲天府文化袁培
植天府文脉的热
潮遥 图为都江堰
市李冰中学的同
学演绎 叶千古李
冰颂曳遥朱丽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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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综合农业开发项
目委托湖北黄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瑞金市鑫鼎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综合农业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遥 现根据国家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曳
渊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冤的有关规定需要将该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情况 渊详见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综合农业开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冤
进行公示遥

一尧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法与途径

环评范围内单位或者个人可通过 https://pan.
baidu.com/s/1D97oA3HGT-sTYFhYMhE2Zw 渊报告书
下载连接地址袁提取码 thwr冤查看叶瑞金市鑫鼎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综合农业开发项目曳征求意见稿全文袁
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位取阅遥

二尧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本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众
三尧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单位或者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见或建

议袁可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渊查阅连接地址冤下载
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反馈遥

四尧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按要求填写好公众意见表通过书信尧

传真尧电子邮件和面访的形式反馈给建设单位遥
五尧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的名称院 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
联系方式院电话或书信
通讯地址院 江西省瑞金市瑞林镇大坪村瑞金市

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夏明 联系电话院13805024657
E-mail: 597683281@qq.com
六尧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袁向

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遥
瑞金市鑫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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