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连日来袁江
苏宿迁四河乡在
全乡空白墙面绘
制了一幅幅反映
美丽乡村尧乡风文
明尧邻里和谐等内
容的墙体画袁为村
庄增添了色彩遥 据
了解袁 该乡通过
野五美庭院冶 大比
武活动袁使群众卫
生意识进一步增
强袁人居环境进一
步改善袁从而加快
推进全乡美丽乡
村建设步伐遥 图为
展现文明乡风的
墙体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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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厚植好人文化袁 山东济宁
微山县将身边好人培育和好人精
神宣传弘扬与常态化开展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袁 让群
众在活动中有感悟尧受教育尧得熏
陶袁营造浓厚的野学好人袁做好人冶
社会新风正气遥

加强阵地和队伍建设袁 为好
人活动提供载体

加强阵地建设遥 全县 15 个乡
镇尧 街道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袁整合盘活各类资源遥 建设
了野孝老敬老爱老养老冶尧家风家
训等好人文化主题教育基地袁分
中心设置好人思想建设为主题的
宣传展室袁配套完善活动设施遥

加强队伍建设遥 组织各类志
愿服务队伍围绕野我们的节日冶和
周边群众实际需求袁利用元旦尧春
节尧端午节尧重阳节等时间节点袁
开展野邻里互助冶野给公婆晒被子冶
野温暖重阳冶等参与性尧互动性强

的活动袁 让群众在活动中得到好
人思想教育尧受到好人思想熏陶曰
鼓励农村退休干部尧 退休教师尧
野百姓名嘴冶尧 热心人士等组建志
愿服务队伍袁 带头开展 野孝老爱
亲冶野助人为乐冶 好人教育实践活
动袁打造一批村内野不走的志愿服
务队冶遥

做好活动和组织保障袁 为好
人好事发声鼓劲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的引领集聚作用袁 开展形式多
样尧 富有特色的好人实践教育活
动遥 各乡镇尧街道广泛发动袁号召
开展村庄卫生集体大扫除活动袁
特别做好村镇尧 街道敬老院孤寡
老人的卫生打扫袁给老人野扫扫屋
子冶野晒晒被子冶曰开展野好家风冶宣
传活动袁晒家风家训建设成果袁弘
扬孝老爱亲尧 助人为乐的优良风
尚曰开展野好人好事冶评比活动袁结
合实际袁围绕野孝老爱亲冶野助人为

乐冶野见义勇为冶等主题袁逐级开展
野孝贤助信让冶 典型评选活动袁形
成县乡村三级评选机制遥

保障各级尧 各部门组织无虞
化遥 县委宣传部尧文明办针对此项
工作高度重视袁主动担当袁积极配
合袁 切实做到工作有安排尧 有部
署曰各乡镇尧街道将主题实践活动
资金纳入年度预算袁 为 野好人好
事冶 评比活动提供精神物质双奖
励机制资金保障曰广播电视尧报纸
和网络媒体等开设专题专栏袁集
中主题活动宣传报道袁 激励和引
导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凝心聚力尧
向善思齐袁 切实为打造好人文化
传播壮大营造良好氛围遥

王恒

按照其遗愿袁57 岁的天津市第四
十二中学教师焦伟光的遗体被捐给天
津医科大学袁她成为本市 2019 年第 74
位遗体捐献者遥 11 月 2 日袁 她的眼角
膜已被成功摘取袁 捐献给了天津医大
眼科医院袁 成为 2019 年第 14 位角膜
捐献者袁将为两名眼疾患者送去光明遥

焦伟光 1962 年 4 月生于天津袁
1984 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物理系袁
生前曾在曲江路中学和市第四十二中
学任教遥 在 35 年的教学生涯中袁她兢
兢业业袁桃李满园遥 为提高教学质量袁
她潜心钻研尧追求卓越曰给学生答疑解

惑袁 她耐心讲解尧不
厌其烦曰帮助青年教
师成长进步袁她言传
身教 尧 满 腔 热 忱 遥
1997 年袁 焦伟光光
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遥 在三尺讲台上她用一个个优异的
教学成果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风采袁实
现了她对党的誓言遥 她曾说过院野教育
是事业袁事业的意义在于献身曰教育是
科学袁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曰教育是艺
术袁艺术的精髓在于创新遥 在教育之路
上袁我要引领学生一直走下去袁直至成
功遥 冶

2019 年 4 月 2 日袁 焦伟光忍着剧
痛坚持给学生上了半天课袁 下午才到
医院做检查袁怎知这竟是她的野最后一
课冶遥 确诊罹患癌症的焦老师以顽强的
意志尧 积极乐观的精神和病魔顽强地

抗争袁一心盼望早日回到讲台遥 病痛中
的焦老师向家人表露了最后的心愿院
捐献自己的遗体和角膜袁野希望角膜能
够为有需要的人带去光明袁 遗体能为
医学教育做些贡献遥 冶7 月 29 日袁焦老
师在遗体捐献报名登记表上庄重地签
名遥11 月 2 日 12 时 17 分袁在与病魔顽
强搏斗了 7 个月后袁 焦伟光走完了她
的人生旅程遥 其家人强忍悲痛袁遵从她
的遗愿袁联系了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袁
完成了她捐献
角膜和遗体尧
用自己最后的
力量铺就人类
健康与医学进
步 阶 梯 的 心
愿遥

杨小龙

故事

新时代文明实践厚植好人文化
北京海淀院

用点滴行为温暖
抗疫一线功臣

3 月 18 日袁 北京驰援湖北疫情一线
医护人员安全返京遥为了以实际行动感谢
参与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人员尧基层社区
工作者尧各类志愿者等最美逆行者袁区文
明委向驻区 41 家成员单位发出 野海淀抗
疫 文明暖行冶的号召遥 仅仅一天袁驻区国
家机关尧 高校和企业共 14 家单位及时响
应袁愿意在文化尧健康尧科技等资源方面袁
提供特别的帮助和特色的服务袁用点滴行
为温暖抗疫一线功臣袁为文明海淀增添更
多关爱帮助和人文情怀遥 范海

广东惠州院

聚力同心共筑青少年
“心理防护墙”

在疫情防控持久战中袁一线工作人员
面对工作家庭压力尧居家隔离人员面对病
毒焦虑恐慌尧普通居民面对疫情管控出现
了不同程度心理问题遥广东惠州各县区心
理健康机构等纷纷挺身而出袁主动当好群
众身边的野知心人冶袁倾听他们的心声袁排
解他们的烦忧袁凝聚起群众群防群治强大
合力袁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李影君

江苏南京院

“宁思念”祭扫平台上线
3 月 19 日袁 南京市民政部门传来消

息袁经过多次测试袁野宁思念冶网上祭扫平
台已具备上线条件袁即日起袁市民可登录
野 我 的 南 京 冶APP 平 台 或 野 南 京 殡 葬
96444冶公众号免费在线祭扫遥 野我的南京冶
APP野宁思念冶网上祭扫平台袁是在省尧市
宣传部门渊文明办冤移风易俗尧文明祭扫倡
导下袁 由市民政局会同市大数据管理局尧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发遥该平台设有
公墓尧骨灰堂尧英烈等纪念专区袁市民可通
过查找公墓尧骨灰堂名称袁创建渊登录冤相
应页面袁输入逝者信息袁运用献花尧点烛尧
寄语等形式在线祭扫遥 张权

续写生命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