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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期以来十分重
视对文化遗产的保
护遥 从 20 多年前开
展保护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四平戏开
始袁 到近年来推动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
和文化旅游开发袁
该县以文创扶贫袁
文创兴县袁 推进乡
村文化创意产业的
发展遥 图为屏南县
甘棠乡漈下村的四
平戏表演者韦忠珠
渊左冤和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陈大并在表演四平
戏遥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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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绎刘辅发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林权证号为瑞

金市林证字渊2013冤第 081305100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刘辅发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林权证号为瑞

金市林证字渊2013冤第 081100009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刘辅发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林权证号为瑞

金市林证字渊2013冤第 081115010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刘辅发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林权证号为瑞

金市林证字渊2013冤第 081305105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杨华明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

证号院ZD01110424袁特此声明遥
绎刘文胜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林权证号为瑞

金市林证字 渊2015冤 第 170705034尧170705035尧
170705036尧170705037尧170705039尧170706056尧
170706057尧170706058尧170707146尧170707147尧
170707148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陈齐持有的警官证遗失 袁 警官证号 院
072594袁声明作废遥

绎 杨 小 平 持 有 的 残 疾 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620609063811袁特此声明遥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袁 吉林
敦化市大石头镇虽然物质生活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袁 但也出现了
家庭尧邻里关系淡薄袁组织村民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难等现象遥 如何
让乡里乡亲互助友爱袁 如何让农
民能知党恩尧听党话尧跟党走袁既
是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尧 也是做好
工作的落脚点遥 前些年在三道河
子村袁 找人打扫村内卫生都有人
嫌钱给的少袁而不愿意去做遥长青
村的几户村民因为栅栏的一点小
事袁 就闹到了派出所等一些现象
存在遥

2018 年大石头镇党委决定
借助全市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的契机袁 利用敦化市敖东书院
坐落在大石头镇的优势袁 组织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志愿者进入长青
村尧三道河子村袁开展国学经典教
育遥用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袁用国
学经典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尧 谦虚
待人袁以孩子的改变袁带动父母的

改变袁以此影响更多村民遥通过经
常性的举办孝亲饺子宴等各类孝
老爱心活动袁 组织年轻的村民义
务到文明实践站包饺子袁 培养奉
献精神和志愿者精神遥 通过孩子
为村里的老人端饺子尧送饺子袁让
老人感党恩袁孩子知父母恩遥

通过一年多的志愿服务工
作袁 两村的村风和民风都发生了
不小的改变袁村里孩子遇见大人袁
开始主动打招呼袁 原有的很多矛
盾纠纷袁通过感恩教育袁都得到了
化解袁 还吸纳了一定数量的村民
成为保洁志愿者尧野搭把手冶 志愿
者尧文艺志愿者等遥三道河子村在
首届野农民丰收节冶等大型活动和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过程中袁 志愿
者们自发的为村民提供服务袁村
民们都竖起了大拇指遥 长青村要
在村子周边栽种绿化树苗袁 实践
站主任只需在村的微信群里发一
条通知袁村干部尧村民志愿者自带
工具尧 开着拖拉机主动到指定地

点参加义务劳动袁 根本不用像以
往到挨家挨户的商量遥村民向上尧
向善的心被重新激活了袁 村干部
说话有人听了袁 党支部又有威信
了袁组织村民学习新思想尧新理论
也都能进来尧坐下尧听进去了遥

大石头镇文明实践将以三道
河子村和长青村为蓝本袁 依托全
镇 2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敖
东书院文明实践基地袁 扩大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志愿服务进村的覆
盖面袁 全力打造 野孝心村冶野孝心
镇冶遥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
人袁用新思想教育人袁用文明实践
行动引领人袁 助推全民志愿的文
明实践工作遥

金翔晨

用“孝心”开启村民向上向善之心
刘英袁女袁1960 年 1 月生袁河南省许

昌市魏都区五一路办事处光明社区居民袁
退休前任许昌市文化街小学校医遥

刘英有一个野特殊冶的家庭袁她的丈夫
李云志袁是由养父养母带大的袁其生父生
母在离婚后又各自成家袁 并生育了子女袁
所以除了自己的父母外袁刘英还要赡养三
对公公婆婆遥 此外袁这个大家庭里面还有
8 个兄弟姐妹尧7 个妯娌遥 1984 年袁刘英与
丈夫李云志结婚时袁起初丈夫并没有把身
世告诉刘英袁结婚两年后袁刘英才逐渐了
解袁但让李云志想不到的是袁刘英竟然主
动提出要跟李云志的亲生父母认亲袁分担
照顾老人的责任遥 刘英像丈夫那样袁称丈
夫的养父为野爸冶袁称他生父为野叔冶袁称他
生母为野婶冶遥 公公婆婆去世后袁他们对生
父尧 继母的称呼由 野叔冶野婶冶 改为 野爸冶
野妈冶遥

李云志的生母再婚后膝下共有 4 个
孩子袁 当刘英主动提出以后经常来往袁以
便照顾夫妇俩晚年时袁起初被老人婉言谢
绝袁 她说院野云志 5 岁的时候过继给了李
家袁两家再牵扯怕引起矛盾遥冶刘英多次提
出请求袁老人歉疚地对她说院野云志从小没
跟着我袁现在我们年纪大了袁不愿再给你
们添麻烦遥 冶刘英含着眼泪说院野您是云志
的亲妈袁也是我的亲婆婆袁我们俩有义务尧
有责任赡养您遥 再说袁我和云志都是学医
的袁懂得医学和护理知识袁照顾你们更方
便遥 冶老人听了她的话袁感动得流下了眼
泪遥 从此袁刘英的钥匙串上增添了一把承
载着信赖和亲情的房门钥匙遥

无论是亲公婆尧 养公婆还是继公婆袁
刘英都同样看待遥逢年过节以及每位老人
过生日袁她都记在心里袁买衣服尧送蛋糕尧
给零花钱袁召集异姓的兄妹尧妯娌陪老人
吃团圆饭遥 她以长媳的身份忙前忙后袁从无怨言遥 在她
的影响下袁8 个不同姓氏却血脉相连的兄妹情同手足袁
7 个妯娌亲如姐妹袁互相关心照顾袁比着孝敬长辈遥 家
里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袁 成功一起分享袁 困难协商解
决袁家庭成员之间从没红过脸袁感情与日俱增袁家庭氛
围变得越来越融洽遥

30 年来袁刘英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照顾 3 对年
迈的公婆身上袁很少有时间回娘家遥年逾古稀的父母理
解女儿袁对她说院野不要怕苦尧怕累袁你要当个好儿媳袁说
话尧办事不能丢娘家的脸遥 冶养公公 88 岁瘫痪在床那
年袁她每天为公公端屎端尿袁喂药喂饭袁下班回家的第
一件事就是给公公按摩尧擦洗身体袁养公公 90 岁安详
离世遥刚料理完养公公的后事袁原本腿有残疾的养婆婆
又患心脏病尧老年痴呆遥 整天躺在床上袁大小便不能自
理袁刘英就不厌其烦地给她清洗遥 有时遇到婆婆便秘袁
她就用手一点一点地往外掏遥俗话说院床前没有百日孝袁
可刘英床前伺候养婆婆整整 17 年遥 在婆婆生命的最后
十天里袁由于静脉点滴已输不进去袁刘英只好把营养液
吸进针管袁 再一点一点
滴入婆婆口中袁 养婆婆
活到 98 岁才离开人世遥
现在袁两个 80 多岁的婆
婆袁 她仍在一如既往地
侍奉着遥 刘鹏

河北院打造“美丽庭院”让农村更宜居
今年以来袁新河县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袁发

动干部群众清理农村生活垃圾尧沟渠坑塘污水尧禽畜粪
污等垃圾死角遥 同时与农村厕所改造尧清洁取暖尧生活
污水治理及道路提升改造等有机结合袁努力打造野美丽
庭院冶袁实现村庄野乱冶到野美冶的改变遥 刘东凯

湖北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暖人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是志愿者袁 主要活动方式

是志愿服务遥 2019 年以来袁湖北各地统筹整合资源袁以
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袁推出多种多样服务群众利益尧满
足群众需求的服务袁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有
热度袁更有温度遥 张殊凡

重庆院以乡风文明引领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要塑形袁更要铸魂遥 近年来袁重庆市黔江

区以乡村文明风尚提升尧 文化阵地建设尧 文化产品供
给尧非遗文化传承等重点工作袁强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袁大力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尧良好家风尧淳朴民风袁持
续为全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袁 描绘出一幅幅
动人的幸福画卷遥 张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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