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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 1024户人家 4300口人袁大家自觉自愿遵守
一纸野戒规冶袁并把这个野戒规冶衍生成叶红白喜事理事
会章程曳来规范尧约束自己的行为袁此事在当地甚至周
边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遥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野魔力冶袁
让江苏宿迁洋河镇六里棚村村民野着迷冶钥 就此袁记者
前往六里棚村一探究竟遥
记者在六里棚村采访了胡继军老人袁他是该村一

名 70多岁的老党员袁也是村民小组长遥 作为六里
棚村红白喜事理事会成员袁他说袁经过几易其稿袁
全村上下多次讨论修改的 叶红白喜事理事会章
程曳袁已成全村共同遵守的野戒规冶遥过去袁大家都在
议论人情来往开支负担过重袁但因缺乏约束袁大操
大办之风愈演愈烈袁加重了村民的经济负担遥直到
一年前袁本村老支书临终前的遗嘱传出来后袁彻底
触动了大家袁这才催生了本村叶红白喜事理事会章
程曳六章十五条袁为促进乡风的根本好转注入了正
能量遥

野我们村年过 8旬的老支书胡业怀临终前告诫 4
个子女袁在他过世后不准家人大操大办遥去年 1月袁老
支书去世了袁子女们依照老人的嘱咐袁没有大摆宴席袁
而是丧事简办遥广大村民都说这种移风易俗办丧事的
做法值得推广遥 冶胡继军说袁老支书一家的做法袁给广
大村民作出了表率袁这也是本村叶红白喜事理事会章
程曳得到大家充分认可并自觉遵守的重要基础遥

胡继军说袁老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袁按照以往的
习俗袁老支书的丧礼至少可以办 100桌宴席袁后来减
免了袁广大村民都说这种移风易俗的做法好袁并有人
主张制定 野公约冶袁 大家都向铺张浪费尧 陈规陋习说
野不冶遥
为了改变礼尚往来的野风向冶袁六里棚村村干部们

从去年开始极力宣传倡导老支书一家的做法袁当有村
民家中遇到婚丧嫁娶时袁村干部就登门规劝不要大操
大办遥在市洋河新区党工委尧洋河镇党委的指导下,六
里棚村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袁倡导在婚丧嫁娶中破
除铺张浪费尧愚昧落后的陋习,做到婚事新办尧丧事简
办,提倡文明尧健康尧科学的生活方式遥

针对辖区内有婚丧嫁娶尧子女出生尧新房落成尧乔
迁新居尧升学参军尧开业庆典等筹办活动的家庭袁村里
会控制规模,防止无原则大操大办,以维护正常的经济
关系和人际关系遥野从去年上半年开始袁我们就有了红
白喜事理事会袁村民家中遇事有人监督遥 经过一年的
运作袁我们感到遏制大操大办之风效果明显袁所以就
进一步完善了叶红白喜事理事会章程曳遥经过多番讨论
修改后袁又在今年上半年定稿并经过公示遥 公示内容
深受群众的欢迎
和支持袁目前已经
全面实施遥 冶该村
现任党支部书记
武好说遥 孙涛

30年前袁葛红花被父母送给
了一对光棍兄弟收养袁 他们待她
如掌上明珠曰30年后袁 她带着年
迈多病的两位老人去上班袁 因为
她习惯牵着他们厚实的大手遥 两
位老人中的哥哥叫葛保尧袁80
岁曰弟弟叫葛保田袁77岁遥
喜得女婴袁老哥俩乐开了花
上世纪八十年代袁 在蒙城县

岳坊镇冯庙村两间破旧不堪的土
房里袁因为过度贫困袁还带着一位
年迈的老父亲袁 葛保田兄弟俩都
没娶到媳妇遥老来无子袁日子有些
难熬遥

然而一个女婴的到来袁 让这
个家顿时热闹起来遥 当时一位村
民说袁 他们村有户人家生了个女
儿袁因家贫养不起袁问葛保田兄弟
俩要不要遥野当时觉得人家逗自己
呢袁但心里确实也想要个孩子袁一
来家里可以热闹一些袁 二来老的
时候可以有人端茶倒水遥冶葛保田
笑着说遥

后来袁 那位村民真的将刚几
个月大的女婴抱给老哥俩时袁他
们又惊又喜袁 或许他们当时也没
有想到袁 这个女孩会让他们倾注
一辈子的心血遥
爸爸病重袁女儿该长大了
在亳州师专读大二那年袁葛

红花给爸爸打电话袁 听到电话那
头声音不对袁 而爸爸只说自己感
冒了遥野我跟他们生活了 20多年袁
我知道他在骗我遥冶葛红花当时正
在班里背书袁冷静之后袁她立刻收
拾东西坐上了回家的车遥

医生当时诊断葛保田患脑血
栓和脑梗塞袁 躺在床上已不能动
弹袁 而其兄葛保尧因为智商低于
常人袁且多病袁无法照顾他遥 葛红
花流着眼泪伺候了爸爸几天遥野那
几天压力很大袁 学校里就快考试
了袁事关学业曰爸爸患了重病袁急
需人照顾遥冶但葛红花最终还是决
定院去上学袁把爸爸交给敬老院的
其他老人照顾遥

野我该长大了袁该承担起家庭
的责任袁 因此我必须有长远的打
算袁既然选择了去上学袁就一定要
学好遥冶葛红花在那一年获得了国
家级奖学金 5000元袁他用奖金给
两位老人买了一台他们梦寐以求
的电视机遥
成为教师袁带着养父去上班

2012年毕业后袁葛红花以优
异的成绩考上蒙城县的教师遥 为
了节约开支和照顾身体不好的两
位父亲袁 葛红花选择了马集镇田
桥村里一个偏僻的小学袁 并把老
人接到村小一起生活遥

第一个月袁葛红花拿了 1500
元工资袁 葛红花给两位老人每人
买了一件 100多块的衣服遥 在葛
红花眼里袁一定要让老人穿暖和袁
但是她也会权衡生活的开支遥 父
亲和大伯年事已高袁 挣钱贴补家
庭开销的担子就落在了葛红花一
个人身上遥平时除了上课教书袁葛
红花还会利用假期和双休日时
间袁到县城做兼职遥

2015 年袁 葛红花因教学突
出袁 被调到蒙城县附小联盟学校

任职遥她申请了公租房袁将两位父
亲接到自己身边悉心照顾遥 用葛
红花的话说袁 离开一点袁 放心不
下遥
父亲卧床三年袁她不离不弃的照顾

葛红花带着父亲大伯来到蒙
城上班的第二年袁 葛保田脑梗加
重袁严重脑萎缩遥葛红花就自学护
理袁悉心照顾父亲遥 2018年袁葛保
田脚部尧肺部感染袁在重症监护
室住了一周遥 一支进口药 750
元袁一天就需要两支遥 每天的外
用药尧人血蛋白尧营养液等昂贵
的医药费让葛红花快撑不下去袁
很多人都劝葛红花放弃袁可是她
做不到袁 她觉得有希望就应该
治遥 葛红花四处借钱袁坚持治疗遥
幸运的是袁 葛保田挺了过来袁一
个月后袁他慢慢好转袁也能正常
吃饭了遥

在葛红花的心中袁父亲在袁家
在遥哪怕父亲不认识她袁不会喊她
的名字袁可是只要回到家袁父亲还
在家里躺着袁呼吸着袁还能吃她给
他买的水果袁 还能偶尔对着她笑
一下袁她就觉得什么难袁她都会克
服遥

她的眼神就像 30年前葛保
田兄弟俩初见那个女婴时咧开的
嘴角袁宠溺而幸福遥

近日袁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小学举办野弘扬戏曲艺术窑传承经典国粹冶为主题的校园
戏曲节活动袁学生通过演绎经典戏曲选段尧戏曲文化社团展示等形式袁呈现戏曲特色课程的
学习成果遥 图为在石家庄市青少年宫袁裕华西路小学的学生在画戏曲脸谱遥 张晓峰 摄

十五条“戒规”培育文明乡风

带着养父去上班 阴江燕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2102197410121010号 渊钟小艳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福建省天弘隧道工程劳务
有限公司赣龙铁路要分部 高扬立
渊身份证号院350128196608251916冤

遗失个人印鉴章壹枚袁声明作废遥
绎野福建省天弘隧道工程劳务

有限公司赣龙铁路要分部冶财务专
用章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 陈 金 虎 渊 身 份 证 院
362102197512065558冤持有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袁经营权证
编号院360781204207120015J袁 特此
声明遥

绎 陈 易 平 渊 身 份 证 院
362102197309245510冤持有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袁经营权证

编号院360781204207120013J袁 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第
360781198802121029号 渊钟海香冤
身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遗
失
声
明

公 告
我公司中标承建的瑞金市万田卫生院医

技楼及职工周转房工程袁目前已经完成竣工验
收和项目结算遥

我公司已经按合同结清所有农民工工资
及相关债权袁如有异议袁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三个月内袁请提供相关合同和有效文件向我公
司申报袁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债权遥

联系人院刘会青
联系电话院 13970769655
特此公告浴

江西佳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