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家庭袁三位老人袁一个是生活
无法自理的养父袁一个是长期瘫痪在床
的养母袁还有一位是婆婆噎噎面对这样
的重担袁20年来崔卫香从不叫苦尧 不离
不弃袁用平凡的孝心袁演绎了震撼人心
的大爱真情遥这位姑娘被当地人称为女
版野董永冶袁她叫崔卫香袁1985年 4月生袁
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安洋村村民遥

野有爹有娘袁才叫有家冶
1985年 4月袁刚出生就遭遗弃的崔

卫香被江苏省东台市弶港镇的一对夫
妇收养遥

虽然并非亲生袁但纯朴善良的养父
母却对她视如己出遥幼小的崔卫香常常
生病袁 最严重的一次连医院都放弃了袁
但是养母不顾亲朋相劝袁把全身长满脓
包的小卫香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遥

养父患有脑膜炎后遗症袁养母独自
一人支撑着家庭袁但还是给了卫香无尽
关爱院变着花样给她织毛衣袁每天都要
穿过树林迎接上学的卫香回家袁 还时常教育她要尊
敬长辈袁懂得关爱和帮助他人遥

野对我来说袁有爹有娘才有家遥 养母的关爱袁让我
的童年跟别的孩子一样幸福遥 冶崔卫香说遥

野没有妈妈就没有我袁照顾好她天经地义冶
崔卫香 15岁那年袁养母遭遇车祸袁颈部以下完全

失去知觉袁终生瘫痪在床遥 正在上初三的崔卫香决定
放弃学业袁回家照顾双亲袁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遥

为了维持生计袁她把近 10亩的责任田重新拾掇
起来遥 为了除去田里的杂草袁她几乎跪在潮湿的田里
拔草袁双膝上的皮都被磨烂了遥 寒冬腊月袁家里的老
母猪要下小猪仔袁她把养母的床铺拖到窗边袁现场指
导她把 18头小猪仔安全接生袁并一只只抱着小猪在
猪妈妈身上吃奶遥

养母刚瘫痪时袁体重 140斤遥 瘦小的卫香拉不动
她袁就用头顶尧用身体扛袁再去倒热水尧洗毛巾袁帮着
洗敷身体遥 养母的每一顿饭袁她都端到床头一口一口
地喂遥 养母大便没有规律袁她就不时查看袁及时换洗遥
每天夜里袁她把辫子拴到养母手上袁就是为了方便养
母及时叫醒她遥

这样的重担袁崔卫香一挑 19年遥 野妈妈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袁没有妈妈就没有今天的我袁照顾好她是天
经地义的事遥 冶崔卫香说遥

野能照顾两个妈妈袁是我的福气冶
2008年袁崔卫香迎来了自己的爱情袁她与东台市

梁垛镇安洋村青年丁琴喜结连理遥 结婚之前袁她就与
丁琴约定袁要带着养父母一起出嫁遥 善良的丈夫和婆
婆把最宽敞的房间腾出来给养父母居住遥

婚后袁又当女儿又当媳妇的崔卫香袁对公公婆婆
的爱同样毫无保留遥

2009年袁公公被确诊患有晚期脑胶质瘤袁崔卫香
主动陪护袁嘘寒问暖尧喂水送药袁一直服侍到他去世曰
同年袁婆婆向丽萍不慎摔倒腿部骨折袁崔卫香每天伺
候在床边袁照顾了一
年多遥她说院野养母是
妈妈袁婆婆也是我的
妈妈袁能照顾两个妈
妈是我的福气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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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 野江西腾达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冶公章壹枚遗失袁特
此声明遥

绎赖宁秀持有的残疾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660826582433B1袁
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金瑞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
票 壹 张 袁 发 票 代 码 :

3600172130袁 发 票 号 码 :
0322167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兴教实业有限
公司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
户 许 可 证 袁 账 号 :
36001184140052500269袁 核
准号 :J4296000207801, 声明
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0781198609083630 号
渊刘志伟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2019年 7月 28日至 2019年 8

月 7日在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
出让金融商务区 A地块尧 江西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 E-01-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 详情查阅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http://www.jxgtzyjy.gov.cn 电话院
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 7月 8日

各载人三轮车车主院
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

相关规定袁为预防较大以上事故发生尧推进野两
城同创冶工作袁营造文明和谐安全的道路交通
环境袁瑞金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
取缔载人三轮车上路行驶袁 结合我市实际情
况袁 对载人三轮车主未自行处理的三轮车袁可
由第三方公司对载人三轮车实施回收并适当
补偿袁现就回收补偿事项通知如下院

1尧补偿对象院2018年交管大队编号登记的
载人三轮车曰2018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6月
30日期间在瑞金购买且未编号的载人三轮车
渊无车辆合格证的不予补偿冤遥

2尧补偿标准院
渊1冤 在 2019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26 日期

间袁载人三轮车主可以自行处置三轮车袁对自
己未处置的袁载人三轮车主可以骑行三轮车到
回收地点袁主动签订放弃载人三轮车承诺书并
上交三轮车袁按 1500元/辆的标准回收补偿并
奖励 500元/辆遥

渊2冤 在 2019年 7月 27日至 7月 31日期

间袁 载人三轮车上路行驶被联合执法查扣后袁
签订了放弃载人三轮车承诺书的按 1500 元/
辆回收补偿袁不予奖励遥

渊3冤在 2019年 8月 1日以后袁公安局交管大
队依法查扣上路行驶的载人三轮车袁不予补偿遥

渊4冤对残疾人的载人三轮车可选择按上述
标准补偿袁也可向瑞金市残联申请置换残疾人
专用代步车遥

3尧 回收地点院需要回收补偿的三轮车主袁
带齐购车凭证尧 合格证和瑞金本地身份证袁到
赣州普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 渊地址院
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红井一路南侧冤办理回收
补偿事宜遥

4尧相关措施院 
渊1冤市政府为载人三轮车主提供免费就业

培训曰对生活确实困难袁符合条件的按相关政
策纳入城镇脱贫解困对象或低保遥

渊2冤市政府将增加投放出租车尧公交车和
共享电动自行车袁方便市民出行遥

瑞金市载人三轮车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2019年 7月 8日

关于对取缔载人三轮车实施适当补偿的通知

在铜陵江心洲袁村民和游客同
温解放军渡江战役 野渡江第一船冶
的英雄故事曰在徽州古村落袁游客
和村民一起诵读明清时期留下的
野家风家训冶曰在包拯故里合肥市肥
东县袁廉洁和节俭文化融入乡民的
言行噎噎近年来袁安徽各地注重农
村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袁文明清风徐
徐吹入乡村遥

家风家训发挥教化作用
铜陵市义安区群心村地处铜

陵江心洲袁整条街上共有 168户人
家袁家家门前都镶有扇形野家风家
训冶门牌袁印着不同姓氏以及对应
的家训家规袁如宋氏野正道勿离袁淡
泊省身遥 积德行善袁诚实忠厚冶袁王
氏野刻苦耐劳袁节俭朴实袁不容有奢
侈游荡之行为噎噎冶当地还在村部
旁建成野喜庆堂冶袁方便村民办红白
喜事袁并立下规矩袁促使村民厉行
节约尧文明就餐遥

近年来袁地处野徽文化冶核心区
的绩溪县因势利导袁实施野百村家
风家训引领工程冶遥 该县将立于祠
堂中尧写在家谱里的家训家规提取
出来袁让村民争学比照尧提升素养袁
同时让外地游客品味徽州的家族
文化遥 目前袁该县每个示范村家训
挂牌户达 100%遥

村情村史凝心励志
安庆市怀宁县月山镇复兴村

村民 2018年自发建了全县第一家
村史馆袁馆内以村史村情尧薪火相
传尧红色经典尧复兴工艺尧农耕文化
等为重点袁通过文字尧图片尧实物等
多种形式袁 还原乡间生活场景袁浓
缩乡村历史记忆袁有效激发了该村
干部群众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袁增强
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
坚定信心遥 野我们把村史馆建设作
为传承保护优秀历史文化尧建设美
丽乡村的重要抓手袁并努力把村史
馆建设成为群众缅古思今尧自我教
育尧凝心励志的精神家园遥冶复兴村
党支部书记查正严说遥

群心村建有村级乡贤文化馆袁
内设野红色记忆冶野乡贤人物冶野廉政
建设冶等 5个展厅遥 其中袁野红色记
忆冶展厅有渡江战役尧铜陵人民策
应大军渡江尧渡江女英雄马毛姐与
渡江第一船尧群心村人参加渡江战
役 4个板块曰野乡贤人物冶展厅有群
心村三英烈尧村民马和义勇救新四
军献身尧群心村现代乡贤人物 3个
板块曰野廉政建设冶展厅有习近平总
书记论反腐倡廉尧 党的十九大精
神尧村干部廉洁承诺书等板块遥 乡
贤文化馆如今成为群心村党团活

动尧教育学生的重要基地遥
红色文化宣讲润物无声
今年清明节袁潜山市水吼镇马

潭村的党员和村民走进家门口的
石河区农会旧址遥 1930年 5月袁潜
山首个农民政权 野石河乡农民协
会冶在该村成立袁并于当年 6月召
开有 2000 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噎噎野集体缅怀家乡先烈袁重温家
乡红色历史袁零距离接触家门口的
红色遗址袁这在马潭村党建活动中
尚属首次遥 冶马潭村党总支书记朱
兴志说袁许多党员表示袁一定要把
红色遗址保护好袁不忘初心袁奋发
有为遥

江淮大地的乡村袁红色文化宣
讲起到润物无声的教化效果袁野创
业之星冶野乡村好人冶野美好人家冶
野十星文明户冶野孝道红榜人物冶等
层出不穷遥野乡村文化振兴袁不仅扮
靓了村容村貌袁 更厚植了道德文
化尧培育了文明乡风遥冶巢湖市委书
记耿延强深有体会地说遥这已成为
安徽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遥 郜磊

文明清风徐徐吹入安徽乡村

7 月 3 日袁
长沙市教育局
幼儿园绿地园
举了一场传统
文化浓郁的毕
业典礼袁 近百
名 孩 子 着 汉
服尧坐蒲团尧行
礼仪袁 在老师
和家长的见证
下袁 用传统的
方式告别幼儿
园生活袁 踏入
人生新阶段 遥
图为孩子们顺
授锦册遥

刘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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