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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胡石木生持有的证号为 02031373 土地使用

证壹本渊土地坐落于沙洲坝镇金星村下松山背小组冤
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200008171010

号渊曾平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403204219

号渊钟育君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9305210017

号渊吴玮锋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赣州市公路管理局瑞金分局遗失公路养护工

程施工从业资质证书副本 (4 本 )袁 证书编号 院
3607810104BDCE,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6903283654
号渊王爱林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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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超市买东西不用给钱袁付
款用积分就行遥 这就是四川省广
汉市开展的野乡风公益超市冶遥7月
13日袁记者获悉袁首家超市设立在
西高镇袁超市以扫把尧香皂尧牙膏尧
牙刷尧洗衣液尧卫生纸等实用家居
生活必需品为主遥 农户通过参加
野乡风文明窑流动红旗冶 院落治理
评比活动袁 治理维护好自家庭院
就可以获得积分遥

野乡风公益超市冶属公益性非
营利商店袁 主要运作模式为政府
主导尧社会参与尧院落自治遥 首家
野乡风公益超市冶的物资主要来源
于广汉市银座商业中心袁 后期将
扩大宣传面袁 吸引更多的企业以
及爱心人士参与其中遥

为了更好地发挥 野乡风公益
超市冶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的作用袁
广汉团市委制定了周密的管理体
系袁 从采购兑换商品到积分兑换
细则等袁均做了明确安排遥 同时袁
还建立了一套监督管理机制袁设
置野公益超市冶专户袁聘请农村志
愿者进行管理袁 对接受捐赠的物

品和发放的物品进行逐一登记造
册袁建卡立账袁整个过程受当地村
民尧村委会和团市委的监督袁确保
公平尧公开和公正遥

农户通过自家院落卫生清洁袁
每半个月经农村志愿者评定后可
以获得相应积分券袁凭借积分券可
以兑换相应价值的物品袁1积分等
额 1元人民币遥 野通过积分兑换的
形式袁可以正向引导广大农户讲文
明尧树新风袁实现耶积分改变习惯袁
勤劳改变生活爷 的可持续良性循
环袁 促进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袁不
断增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内生动
力遥 冶广汉团市委书记蒋瑶介绍遥

野搞好自家的环境卫生袁是我
们的本分袁 想不到还可以兑换各
种家庭生活日用品遥 很高兴成为
农村志愿者负责管理我们村的公
益超市袁 我会尽职尽责做好我的
工作遥 冶广汉市西高镇农村志愿者
陈薇开心地说袁 现在大家都积极
主动爱护院落环境袁 热衷于扮靓
家园袁野劳动赚积分尧积分换商品冶
已经成为村里的新风尚遥

野本次由团市委牵头的耶乡风
文明窑流动红旗爷 院落治理活动袁
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尝试袁 作为
企业袁 积极参与这种活动是我们
的荣幸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遥
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
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袁 另一
方面参与这类活动既符合我们的
企业文化袁 又体现我们的社会担
当遥 冶广汉市银座商业中心企划部
经理陈亮这样说道遥

目前袁 广汉市 野乡风公益超
市冶首先向村里参加野乡风文明窑
流动红旗冶 院落治理活动的农户
开放袁下一步袁野乡风公益超市冶将
向全村的老百姓开放袁通过 10项
评分细则袁 不断引导农户改变不
良生活习惯袁激发内生动力袁推动
移风易俗袁 为广汉市的乡风文明
建设注入新活力遥 张文奇

长沙院好人主题动漫用色彩传递正能量
7月 19日袁长沙市好人故事绘发布仪式暨野擦亮文明名片 优化营

商环境冶好人交流与网络文明传播活动在金鹰小学举行遥 现场发布张
卫社尧杨士泉尧袁亮坤三位中国好人动漫作品袁并启动文明长沙野漫画
文明冶新媒体专栏遥 本次活动旨在充分释放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的创意
活力袁用五彩画笔为美丽长沙的文明底色注入更多正能量遥 龙莉

海南院垃圾分类将有“法”可依
日前袁海南省住建厅就叶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渊征求意见

稿冤曳公开征求意见袁引发新一轮关于生活垃圾分类话题的讨论遥 作为
省会城市的海口袁多措并举宣传探索推广生活垃圾分类袁带动不少市
民争做绿色环保理念的践行者遥 臧会彬

湖北鄂州院文明行车擦亮城市“流动名片”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场战役中袁 鄂州市 2000多名 野的哥冶野的

姐冶袁用微笑尧爱心尧耐心和努力袁赢得市民无数野叫好声冶袁擦亮了城市
的野流动名片冶遥 王小伟

“乡风公益超市”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
看到村里的孤寡老人孤苦伶仃袁她义

无反顾地照顾曰自己生活不宽裕袁可她依
旧默默奉献遥 她叫韩丽萍袁海南省文昌市
冯坡镇白茅村的 75岁老党员遥 30多年
来袁韩丽萍义务照顾了 6位孤寡老人遥 她
说袁每个人都会老袁她只是做了该做的事遥

在海南省文昌市冯坡镇白茅村袁韩
丽萍把刚刚做好的午饭端出来袁 习惯性
地看了一下挂在客厅墙上的遗照遥 野这墙
壁后面袁就是英婆以前住的房间袁有时候
忘记了她已经去世遥 冶

野英婆冶 是村中的一名孤寡老人袁名
叫张金英袁出生于 1910 年袁是韩丽萍丈
夫的远房婶婶遥 老人 106岁时因中风而
瘫痪在床袁 从此韩丽萍和儿媳妇一起每
天帮老人擦洗身体尧喂饭袁直至 2017 年
老人去世遥

由于丈夫下南洋一去不回袁 自己又
无儿无女袁从 1965 年开始袁张金英就和
韩丽萍一家生活在一起遥 韩丽萍说袁野不
仅是我把她看成了老母亲袁 全家人都觉
得她是我们家的一员遥 冶

2014年袁张金英双目失明袁基本丧失
生活自理能力遥 韩丽萍每天早上起来帮
老人穿好衣服袁就忙着做早餐袁然后把老
人牵到饭桌前遥

2016年初袁 年迈的张金英因中风瘫
痪在床袁这让韩丽萍更加忙了遥 每天早上
起来袁她让二儿媳妇韩海燕做早餐袁自己
则帮老人换纸尿裤尧擦洗身体遥

2017年袁 韩丽萍的二儿子因脑瘤瘫
痪在床袁两次手术仍没好转袁丈夫也因中
风卧病在床遥 但她在照顾儿子丈夫日常
起居的同时袁依然坚持照顾张金英老人遥

由于太劳累袁 韩丽萍一度瘦到皮包
骨遥 村中也有人劝她放弃照顾老人袁但韩
丽萍却说院野她是个老人袁 能依靠的也就
是我们一家人袁怎么能够放弃钥 冶

2017年 3月 8日袁张金英安详去世遥
野阿萍袁我这辈子没儿没女袁没有你袁我活不了这么久遥 冶
张金英临终前的这句话袁让韩丽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遥

野我这辈子似乎和瘫痪老人有不解之缘遥冶1985年袁
韩丽萍当选白茅村委会妇女主任袁 并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遥 也就在这一年袁她 77岁的婶婶韩爱芳因中
风瘫痪在床遥 韩爱芳的丈夫早年前往泰国袁客死他乡袁
老人膝下无儿无女遥 于是袁韩丽萍和还未出嫁的侄女一
起轮流照顾她袁韩丽萍负责老人的个人卫生袁侄女负责
给老人煮饭喂饭遥

韩爱芳经常大小便失禁遥 但在韩丽萍的精心护理
下袁 房间里一点臭味都没有遥 这样的护理持续了两年
多袁直到老人去世遥

1998年袁韩丽萍丈夫的婶婶苏桂花瘫痪在床袁同样
是在韩丽萍的义务护理下袁 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在去
世前享受到了温暖的亲情遥

除了义务给瘫痪在床的老人当护工外袁 村里 3位
孤寡老人陈志新尧钟彩兰尧韩菊仙同样在去世前得到了
韩丽萍的照顾遥 野她心里会一直惦记着这些老人袁每天
都要去她们家里看看遥 冶韩海燕说遥

韩丽萍说袁这些老人一辈子吃了很多苦袁看到她们
没人照顾袁 自己很心疼遥
身为妇女主任和共产党
员袁除了日常生活和工作
之外袁她给自己安排了义
务护理孤寡老人这一野岗
位冶袁 并为之坚持不懈地
奋斗了 30多年遥 付洋银7 月 15

日袁 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大
沥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读本正
式首发遥 大沥
镇将依托这套
读本袁 进一步
深入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宣
讲和交流袁传
递向上向善正
能量遥 图为市
民在翻阅大沥
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读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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