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

在公园袁 他是清洁环境的环卫员曰在
敬老院袁他是关爱老人的护理员曰在医院袁

他是服务患者的引导员噎噎13 年
来袁志愿者袁大庆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休
息日袁

作为野江汉义工冶志愿服务组织的队
长袁他和队员们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不断
地前进着遥

微笑就是对志愿者最好的回报
为了早日实现心中的梦想袁2016 年袁

袁大庆主动申请调回湖北遥 一回到家袁他
立即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袁在网上组建了
野江汉义工冶微信群袁召集到骨干队员 30
余名遥

一开始袁他们将志愿服务重心放在社
区和敬老院的老人身上袁开设洗脚尧修脚尧
剪指甲尧采耳尧理发等特色服务项目遥

没有设备自己买袁 没有技能上网学遥
第一次进社区袁 队员们还有些畏手畏脚袁
袁大庆率先做示范袁热情地邀请一位老人
坐下来袁为其脱鞋脱袜袁把脚放进洗脚盆袁
轻轻揉搓起来遥

一张小凳袁一盆清水袁一条围布袁一把
专业的修脚刀遥 志愿者细致入微的服务袁
体贴温馨的话语袁 让老人们不禁热泪盈
眶遥

许多志愿者被他们所影响袁纷纷加入
队伍袁江汉义工逐渐庞大袁人数由 30 余人
迅速上升为 50 人尧500 人尧1000 人噎噎慢
慢地袁江汉义工的服务范围也拓展至环境
保护尧托管助学尧爱心导诊尧社区服务等多
方面遥

袁大庆将温暖传递给了团队袁 团队又将这份温暖
传递给了更多需要关爱的人遥 野这就是志愿者袁这就是
志愿服务的魅力遥 冶袁大庆说遥

在志愿服务中获得幸福
袁大庆的妻子也是志愿者袁她经常叮嘱袁大庆袁不

要太劳累遥 因为袁大庆是一位心脏病患者遥
2016 年 1 月袁袁大庆做完心脏手术之后袁医生告诫

他袁今后不能负重袁不能跑步袁不能爬楼遥 在一次志愿服
务活动结束后袁天色已晚袁袁大庆一个人留下来收拾工
具袁因搬重物晕倒在库房外遥 库房比较偏袁路过的行人
很少遥 庆幸的是袁一场小雨将他淋醒噎噎这之后袁即便
工作再晚袁队友们也不敢让他单独行动了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袁袁大庆成立了野江汉义工应急
驰援突击队冶袁带着队员们赶赴各个服务点参加应急任
务遥 期间袁他突发腰椎间盘疾病袁钻心的疼痛让他在寒
冬冒着满头大汗袁但倔强的他咬牙坚持在一线袁一天也
没有退缩遥

在江汉义工活动室袁 满墙的奖牌记录了团队奉献
爱心的点点滴滴袁上千场志愿服务活动袁20 余万小时的
服务时长袁在每一个播撒
爱心的地方袁都留下了他
和团队的足迹遥

袁大庆说院野我特别热
爱这份事业袁它会让受益
的人群越来越多袁也可以
让我们志愿者收获更多
幸福遥 冶 郭雯

07姻2021 年 7 月 27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刘俊良 校对院朱 燕 乡村WEEKLY 新风荫周 刊

遗失
声明

乡村振兴袁文化为魂遥 农家
书屋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
地袁也是满足基层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重要载体遥 近年来袁安
徽省宿州市通过搭建平台尧拓展
服务内容等方式袁将农家书屋打
造成孩子们课外学习的好去处尧
村民掌握技术的野充电宝冶袁以高
质量文化服务供给不断增强基
层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尧幸福感遥

农家书屋读书忙 书香诗韵
润童心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袁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袁
助力乡村振兴袁丰富少年儿童的
精神世界袁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
野第一粒扣子冶袁灵璧县浍沟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浍沟镇文
广站袁依托农家书屋平台袁围绕
野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冶袁以野永远
跟党走袁书香伴小康冶为主题袁举
办了野我的书屋窑我的梦冶阅读活
动遥

正值暑假袁浍沟镇农家书屋
内每天吸引了很多同学袁 为了
充分满足同学们的阅读需求袁
书屋配备了大量适合少年儿童
阅读的党史学习读物袁 通过演
讲尧写作尧书法等形式袁不仅能
够丰富孩 子们 的 精 神文 化 生
活袁 更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爱
国情怀和奋斗精神袁 让每个孩
子都成为新时代的好少年袁让
薪火代代相传遥

农家书屋接地气 成为村民
野充电站冶

走进农家书屋袁一本本图书
在书架上整齐排列袁涵盖了农业
技术尧文化教育尧生活科技尧时政
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袁 种类齐全袁
内容丰富遥 像这样的农家书屋袁
泗县先后建成 193 个袁实现了全
县所有行政村全覆盖遥 并按照国
家及省级的建设标准袁每间书屋
配有书籍 1500 册以上袁光盘 100
张袁报刊 30 种遥 有的书屋不仅设
有图书阅览室尧信息资源共享服
务室尧留守儿童活动室袁还设有
橱窗画廊以及一定面积的室外
活动场地袁进一步拓展了农家书
屋的功能遥

农家书屋后期管护是农村
文化建设专项补助民生工程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泗县多措并
举袁切实巩固农家书屋工程建设
成果袁提高农家书屋的使用效益
和服务质量遥 从退休教师尧乡贤尧
文化爱好者中选聘合适人员任
农家书屋管理员袁从书屋管理员
职责尧管理制度尧借阅制度尧图书
分类尧读者服务等方面袁对农家
书屋管理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
训袁以满足图书借阅需要袁确保
农家书屋野门常开尧人常在冶遥 通
过公开招标采购袁为农家书屋定
期更新图书尧 报刊和音像制品袁
为其注入野新鲜血液冶袁确保农家
书屋的书野常添尧常新冶袁吸引群
众愿意来尧经常来袁学习脱贫致

富知识袁汲取文化营养遥

农家书屋人气旺 富裕生活
野读冶出来

野农家书屋是宣传农村法规
政策袁传授新知识尧新技术尧新理
念的重要阵地袁村民们通过阅读
和借阅袁再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
际生活中袁逐步脱贫致富走上了
小康之路遥 冶砀山县白蜡园农家
书屋负责人说遥

农家书屋不仅让基层群众从
图书中汲取了知识袁 掌握提高了
相关技能袁 也使村民的思想发生
了变化袁 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
提高与改善遥近年来袁砀山县先后
投入资金 400 余万元袁 在全县
150 个行政村建立了 172 家农家
书屋袁 并为书屋配备了适合农民
阅读的科学种养尧 法律法规等方
面的书籍袁每年定期更新袁使之真
正成为农民致富的野加油站冶遥

如今袁遍布在宿州市各乡镇
街道的一间间农家书屋袁通过建
立野供书尧读书尧管书尧用书冶的长
效机制袁使农家书屋真正成为传
播先进文化的窗口袁不仅为广大
农民提供了学习实用技术的平
台袁也日渐成为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的精神乐园遥 汪雪

刘 九 发 渊 身 份 证 院
36210219661109101X冤 持有的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遗失袁 经营权证编号院
360781200204160013J袁特此声明遥

瑞金市芳头古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2360781MA39L0UJ1J袁特此声明遥

银近日袁 晋中青年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志
愿者来到榆次区北田镇
大伽南村小学袁为 40 余
名留守儿童开展关爱志
愿服务活动袁 给他们送
上党和政府的关心遥 图
为活动现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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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袁赣州市金赣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8 月 3 日上午 10:30 时在赣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瑞金分中心第三开标室进
行有底价公开拍卖位于沙州垻镇杉山村境
内寓双创寓孵化基地整体 20 年经营权袁建筑
面积约 26800 平方米袁起拍价每月每平方米
3.8 元袁竞买保证金 50 万元遥 具体前置条件
見拍卖资料遥 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及
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遥 报名地址院赣州市金
赣拍卖公司瑞金办事处渊东升街中段冤

电话院13803581039 钟先生
13133972991 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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