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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的
第 360781199012152634 号
渊朱文斌冤身份证遗失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核发的
证号为 G01000479 户口簿遗
失袁户主院刘丽程遥 成员院刘月
林尧江国烨尧江珊袁特此声明遥

野革命叔叔袁你帮我们改良的马
下了 20 多个马娃子袁 都长得好得
很浴 冶2 月 25 日袁在新疆和硕县新塔
热乡布茨恩查干村海马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院内袁 理事长山吉加甫上
前握起同村村民革命的手袁 感激地
说道遥

2015 年袁 熟谙养殖技术的革命
动员 5 名村民合伙养殖牲畜袁 合作
社很快建了起来遥 几年来袁革命一有
空就来小院里转一转袁 几次帮助成
员们把土牛土马改良成适合当地气
候和水草条件的新品种遥 合作社越
来越红火袁 新产的一批马驹个个长
势喜人遥

村民居麦什窑卡斯木家如今又盖
起了 80 平方米的新房子袁 圈里也养
着一大群羊袁一年的收入可达到 3 万
元遥 想起自己刚结婚分家时的窘迫袁
居麦什忍不住对革命竖起大拇指遥
那时候袁他家还住着土坯房袁吃穿都
发愁遥 革命见他生活困难袁就把自家
的牲畜交给他代管袁大方地分配给他
3/4 的年利润遥 经常在外揽铲车活儿
干的革命还在各乡镇打听袁帮居麦什
介绍零工活儿干遥野我家圈里的羊袁都
是当年给革命代管牲口赚得羊羔子
又慢慢繁殖出来的遥冶居麦什说遥居麦
什盖新房子的时候袁革命开着拖拉机
给他拉运砂石和砖袁 用铲车平整地
基袁没收一分钱遥 日子过好了的居麦
什把革命当成了亲人遥

在村民你一言我一语中袁 记者发现革命干过
的好事数不清遥 有村民说袁我们正走的那条路袁在
后来进一步改造之前袁 就是革命出钱铺的砂石遥
2009 年袁革命卖了 60 只羊羔袁出资两万买来了砂
石遥 于是袁村里晴天起尘尧雨天化泥的土路变成了
砂石路遥

野村里的马背代办服务队也是革命发起成立
的浴 冶有村民说遥 牧民们每年夏秋两季需要搬迁到
天山深处去放牧遥 夏草场离村 130 多公里袁生活很
不方便遥 革命发动村民袁义务给住在山里的牧民运
送生活物资尧药品和书报等遥 到现在袁服务队成员
已经发展到了 15 人遥

野2008 开始袁革命主动要求包联了村里的 5 户
贫困户袁结对帮扶了 10 户困难户袁花了几万块钱
给他们买米面油遥 冶

野搞庭院改造时袁全村各家庭院里的菜地也是
革命开铲车给免费挖的浴 冶

野2020 年袁 革命捐了 1000 多块钱买防疫物
资遥 冶

窑窑窑窑窑窑
几十年坚持做好事袁革命有自己朴素的信念遥

革命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袁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学
雷锋遥 所以袁在父母和其他长辈人的熏陶下袁他从
小就立志要像雷锋一样袁 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遥
野我在牧区长大袁知道牧民生活不容易遥 只要我还
能走得动路袁就要帮一帮别人遥 冶革命说遥

在和硕县袁 革命早就成了远近闻名的 野活雷
锋冶遥 近些年来袁他先
后获得 野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冶等荣誉称号袁
当地人也把他当成了
学习的好榜样遥

李道忠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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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袁 宁波市鄞州首南
街道南裕社区雍城世家的天使广
场聚集了百余位大小志愿者袁大家
忙着清理旧花盆尧重新填土尧栽种
植物遥 140 个大小花盆和植物都是
居民捐赠的袁大家将种好的盆栽搬
到楼道口和原垃圾点位袁组成一个
个野一米花园冶袁居民争当野护花使
者冶遥

从野要花盆冶到野送花盆冶
居民两天送来 140 只花盆
上周袁一纸野呼盆引伴冶的倡议

书在小区传开了袁社区倡议居民将
家中闲置花盆利用起来装扮家园遥
短短两天袁 社区广场上就摆放了
140 只大大小小的花盆遥 这些花盆
来自 70 多个家庭袁 有些还是簇新
的袁有些居民甚至连花带盆都搬来
了遥 家住 55 幢的华女士搬来了三
盆绿植袁 杜鹃花尧 吊篮和南天竹遥
野过年前家里买了几盆绿植袁 现在
放在小区里袁大家可以一起欣赏浴 冶
居民黄女士看到通知后袁把家里的
旧花盆尧红酒木箱都搬了出来遥 住
在 39 幢的葛阿姨一早把家里的 4
只大花盆拿到社区院野放在楼道里
积灰袁不如用来装扮耶一米花园爷遥 冶

看到这一幕袁 社工小陆笑了遥
野几个月前袁在楼道清理的时候袁葛
阿姨还说什么都不肯把废弃的花
盆挪到车库袁当成了宝贝遥现在袁我
们的耶一米花园爷越来越漂亮了袁居
民都愿意把花盆贡献出来了遥 冶

去年袁社区志愿者在清理楼道
时发现大量的闲置花盆遥这些花盆
散落在角落袁占用公共空间遥 社区
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袁才将
废弃花盆从楼道搬出来袁重新填土
种植袁在小区打造了 6 个 野一米花
园冶遥 这不袁春暖花开袁野一米花园冶
又升级了遥

小区打造 28个野一米花园冶
热心居民争当野护花使者冶
栽种好的 140 盆花到底放在

哪里钥 怎么组合钥 小区热心居民纷
纷出点子遥

51 幢的应先生建议袁 可以放
在原先的垃圾点位上遥 野撤桶并点
以后袁垃圾桶撤了袁但原来的水泥
点位还在袁偶尔还是有人我行我素
扔垃圾遥 不如放一些花盆袁大家总
不忍心破坏风景吧钥 冶

野公共区域可以种一些花袁这
样小区环境好了袁还能减少不文明

现象遥 冶居民张伟琴是热心志愿者袁
她建议将花盆放到楼道前的公共
区域遥 以前袁总有人违规停电动车袁
放了花草就没人违停了遥

于是形状各异的花盆被搭配
成微景观袁 放置在单元楼门口袁形
成一个个野一米花园冶遥

现在袁 小区里的 10 个垃圾点
位改造成了野一米花园冶袁单元楼门
口的 野一米花园冶 也增加到了 18
个遥

有意思的是袁每个花盆上都标
记了捐赠人遥 39 幢居民捐赠的花
盆袁志愿者栽种后袁就送到了 39 幢
的对应点位袁由该幢楼道组长组织
热心居民定期修剪养护遥原垃圾点
位上的野一米花园冶则由小区物业
进行养护遥

野楼道口的花花草草都有专人
负责养护袁等花都开了袁小区就变
成大花园了遥 冶张女士平日里就喜
欢打理花花草草袁这次她主动当起
了楼道的野护花使者冶遥 周松

安徽马鞍山院
宣讲“好人”故事
聚力传递尚善力量

近年来袁 安徽省马鞍
山市广泛开展了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系列宣讲与
野好人好事好家庭冶巡展活
动袁在全社会营造出学习尧
崇尚尧 争当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的浓厚氛围袁 聚力
传递尚善力量遥 明靓

银2 月 20 日袁元宵节前夕袁江苏省
扬州市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尧 国网扬州供
电公司联合开展野巧手做花灯 喜迎元宵
节冶活动遥 20 多名小朋友在供电志愿者
的指导下袁自己动手制作花灯袁学习电力
新能源知识袁 并把手工灯和电力知识卡
片寄给夏集镇郭桥小学尧 夏集镇郭桥幼
儿园的孩子们袁共庆元宵佳节遥 孔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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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米花园冶升级

市民争当“护花使者”

福建宁德院
线上“文化大餐”
丰富群众生活
为使广大网友们春节野宅家冶

不无聊袁 宁德市各地精心准备了
各项野云端冶文化盛宴袁云春晚尧音
乐会尧诗诵读尧非遗展示尧图书展
览等多种形式的线上演出袁 陪伴
留守他乡的网友们 野文冶 暖过大
年袁让网友们即使足不出户袁也能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遥 叶伏国

广东惠州院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如何解决小区野脏乱差冶尧公共

设施修复难尧 邻里关系淡漠等基层
治理难题钥 日前袁广东省惠州市大亚
湾西区街道积极推进城市基层治理
工作袁并在金溪湾小区试点推行野红
色小区冶 模式袁 将党支部建到群众
野家门口冶袁 让党的关怀传入寻常百
姓家袁使基层治理难题从野根源冶处
打通遥 黄送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