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端午 将至 袁6 月 20 日上
午袁野粽香飘鹭岛袁 爱心满家园冶
要要要2020 年厦门市 野我们的节
日窑端午冶暨道德模范宣讲活动在
位于集美的园博苑举行遥 来自集
美区各镇街的包粽子达人各显神
通尧现场竞技袁为困难群众准备节
日礼物遥 图为包粽子比赛现场遥

李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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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城北建材市场冶 清盘低价销售袁1# 楼商铺
6000 元要8000 元/平方米曰3# 楼商铺 6000 元/平
方米曰1# 楼 1 楼铺位 3600 元要3800 元/平方米曰
1# 楼 2 楼铺位 2600 元要2800 元/平方米曰1# 楼 3
楼铺位 2600 元/平方米遥

开发企业院瑞金市立恒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院 瑞金市七彩大道与红军大道交汇处

野城北建材市场冶
联系人院杨先生
联系电话院1357677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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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家里的酱油和肥皂快用完
了袁我用积分到文明超市来兑换袁
不用花一分钱便能购得所需生活
用品遥 冶安徽省霍山县单龙寺迎水
庵村村民沈申才说遥 6 月 13 日下
午 4 点多袁他拿着红色的野文明存
折冶袁 兴冲冲地在文明超市 野购
物冶袁共花费了 10 个积分袁存折上
还剩下 40 个积分遥

记者看到袁 迎水庵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文明超市里袁油尧盐尧
酱尧醋尧茶袁牙膏牙刷尧洗发水等生
活用品一应俱全袁 一排排货架上
标注的不是价格标签袁而是 5 分尧
10 分等分值标签遥 野我们通过文明
新风评比袁将村民在生活中的耶小
真尧小善尧小美爷转化成积分袁到文
明超市兑换生活用品袁 激励村民
日常行善和扶贫济困行为袁 让群
众精神上有荣誉感袁 物质上有获
得感遥 冶单龙寺迎水庵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许秉飞说遥

下符桥镇庙岗集村文明超市
柜台上摆着积分兑换登记表袁6 月
初共兑换文明积分 4680 分袁负责
人徐老板正在野对账冶遥 野我们这个
超市不是专业建立的袁 是跟村民
家门口的超市合作袁 这种模式既

方便村民兑换袁 又节省了运营成
本袁还能保证商品种类繁多遥 冶下
符桥镇宣传委员杨建勋介绍遥

文明积分除了可以兑换生活
用品袁 还可以作为银行授信额度
的依据袁 并在贷款利率上给予适
度优惠遥 6 月 2 日袁霍山联合村镇
银行根据文明积分袁 为下符桥镇
13 户文明户授信 115 万元袁 提供
优质的金融服务袁 让文明有分值
更有价值遥

积分让文明看得见袁 让村民
得实惠袁怎么样才能野挣冶分呢钥 霍
山县各镇尧村渊社区冤根据实际情
况袁量身打造评比细则袁从遵纪守
法尧勤劳致富尧孝老爱亲尧热心公
益等野8+X冶个方面开展文明新风
评比遥

5 月 27 日傍晚袁 一场别开生
面的野板凳会冶在单龙寺镇扫帚河
村桃园村民组刘厚富家举行遥 村
民小组的代表们吃过晚饭袁 从四
面八方赶来袁围坐在一起袁你一言
我一语地讨论起来遥 野香炉畈组的
涂修德袁 积极支持村里的大小事
务袁经常配合村里开展工作袁遵纪
守法户我选他遥 冶同村民组的芮长
新说道遥

文明新风评比由村 野两委冶尧
五老乡贤尧 村民代表等组成的评
比委员会袁通过个人申请尧村组推
荐尧评比委员会初评尧村民会议通
过尧公开公示等程序袁确保文明户
口碑好尧立得住尧可信任遥 大部分
文明新风户评比利用晚上时间袁
既不耽误村民白天干农活袁 又调
动了村民组人员的积极性遥

据了解袁去年 4 月份袁霍山县
第一家文明超市正式 野营业冶袁截
至目前全县共建设 90 余家野文明
超市冶遥 每村每年用于文明超市商
品兑付资金约 3 万元至 8 万元袁
以野四两拨千斤冶的形式教育引导
身边人崇德向善遥

野我们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为契机袁 以文明超市为载
体袁聚焦小真小善小美袁深耕文明
乡风袁不断夯实文明创建基础袁全
力打造广大群众的耶精神富矿爷遥 冶
霍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伍凤麟
说遥 张岳

一名 2 岁女童被防盗网卡住脖子袁
身死攸关之际袁 他徒手攀爬天然气管
道袁单手托举女童 20 多分钟袁在众人的
帮助下救起女童遥 他叫许宏伟袁是一位
野80 后冶退伍军人遥

女童脖子被卡袁身体悬空
这让人后怕的一幕袁发生在 6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半左右袁 广西南宁市江南
区那洪大道奥园小区遥

当时眼尖的街坊突然看到前面楼
栋 5 楼的阳台上有动静袁 定睛一看袁居
然是个女童袁 此时头部被卡在防盗网
上袁身体悬在半空中来回晃动袁无助的
孩子吓得大哭不止袁这可把邻居们急坏
了遥

野快来人呀袁有小孩悬在半空中袁快
来救人啊噎噎冶大伙急忙跑过去袁但因
无法进入楼内袁朝楼上喊话也不见家长
出现袁让人急得不行遥

有些邻居反应快袁马上跑回家拿来
被单袁在楼下拉起了野被单网冶曰有的拨
打电话报警曰有的跑去物业喊人噎噎

徒手爬楼袁托举 20 多分钟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袁一名身穿白

背心的男子快步跑来袁二话没说袁抓住
附在通往顶层的天然气管道袁在没有任
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袁快速往上攀爬遥

一分钟不到袁 他就爬到了事发阳台
外檐袁右手紧紧地抓住管道袁左手则稳稳
地托住女童袁以防她坠落或是头部受伤遥

白背心男子使劲把孩子往上托袁女
童出于本能反应袁 通过大人的托举借力
把脚伸进了窗台边袁有了依托袁该男子再
用手托住孩子的后颈部袁 尽量减轻孩子
的痛苦袁同时不停安慰小孩袁等待救援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袁男子保持这个托举姿势已
有 10 多分钟袁而他身边一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遥 只
见该男子手臂在微微发抖袁但仍在努力坚持遥

男子调整了一下姿势袁 同时鼓励女童院野小朋
友袁别担心袁叔叔托着你袁努力往上爬浴 冶街坊也在楼
下紧张地喊着院野加油袁小心啊浴 冶

就这样袁白背心男子一直单手托着袁又过了 10
多分钟遥 物业和居民们共同努力袁终于成功破门袁众
人迅速来到阳台袁齐力把女童拉了上去遥

野托举哥冶找到了袁果然当过兵
野当时情况真的很危急袁小孩那么小袁看着都心

惊遥 冶事后袁当时的救人视频很快在小区群里流传开
了袁大家纷纷为这位勇敢救人的野托举哥冶点赞遥

然而袁由于野托举哥冶救完人后就悄悄离开了现
场袁连姓名都没留下遥 有邻居猜测袁看他身板笔直袁
精气十足袁 攀爬管道救人的动作更是娴熟了得袁像
是野专业选手冶袁估计当过兵遥

救人一事很快惊动了当地媒体袁经过媒体记者
的辗转打探袁野托举哥冶很快被找到了遥 原来袁这位英
勇救人的野托举哥冶袁名叫许宏伟袁是一名野80 后冶袁
1998 年入伍袁年前刚从原武警广西总队南宁市支队
转业遥

说起救人一事袁他表示院野做了这个事情袁并没
有特别在意遥 我不去做袁别人也会去做袁时间不允许
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遥 犹豫多一秒袁危险就多一分遥 冶
许宏伟也感谢从军的经历袁是国家的培养袁让他练
就这样的救人能力袁
而作为一名退役军
人袁任何时候袁遇到
群众危难时刻袁肯定
会挺身而出的遥

周志英

故事
南京院2020年文化艺术节开幕

6 月 19 日晚袁2020 南京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这里举
行遥 这是一场特殊的开幕式袁没有主持人袁没有独立舞台袁
所有演出融入观众中尧融入城市场景中遥 此次开幕式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袁打造全国首个野5G+VR冶沉浸式演
出袁以野体验者冶视角+野主题剧情冶贯穿全场袁带来一场全新
的艺术呈现袁用文艺力量致敬平凡又伟大的中国人民遥陈军

珠海院5户家庭获颁“抗疫最美”称号
6 月 20 日下午袁广东珠海举行 2020 年野国际家庭日冶

宣传活动遥 为表彰先进尧弘扬新风袁在活动现场还为珠海香
洲区康宁社区野蓝灵捷尧谭小丽冶野曾保森尧李玉华冶野卢锦
海尧林少卿冶野舒天寿尧郑炼红冶野廖福英尧李剑飞冶5 户家庭颁
发野抗疫最美家庭冶称号遥 蓝智

“文明超市”激励村民崇德向善 他
徒
手
攀
爬5
楼
天
然
气
管
道
救
人

遗
失
声
明

瑞金市城市建设管
理监察大队工会委员会
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
户 许 可 证 袁 账 号 :
1510207509000036369袁
核准号:J4296000103901,
声明作废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