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锅先生餐饮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
92360781MA39WYTY0W袁特此声明遥

绎钟福山持有的证号 021401021
号土地使用证一本渊坐落在瑞金市沙
洲坝镇金龙村乌石垅小组冤 遗失袁声
明作废遥 故事

福建厦门院
爱心善举蔚然成风

自野爱心厦门冶建设工作启动以来袁福建省厦门市
翔安区野爱心厦门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贯彻市委尧
区委决策部署袁坚持高起点谋划尧高标准推动尧高质量
建设袁以野五大行动冶野四项机制冶为抓手袁创新野135冶工
作模式袁大力推进野爱心飞翔冶行动袁全区爱心氛围日臻
浓厚袁爱心善举蔚然成风袁爱心事业蓬勃发展遥 苏文彬

江苏南京院
垃圾分类点实行野气味管理冶

一台空调尧一台臭氧空气净化器尧一台灭蝇灯尧两
台排风扇尧一桶 84 消毒液尧一瓶空气清新剂袁在南京市
江北新区世茂荣里小区的垃圾分类房内袁 安装和摆放
了一整套的空气净化设备要要要今年夏天袁 江北新区对
1220 个垃圾分类点实行野气味管理冶袁这些设备已成为
每个点位上的野标配冶遥 孙婷婷

银9 月 2 日起袁 湖南省长沙市
雨花区全面启动野雷锋号护学岗冶袁
365 个规范的新护学服务岗已亮相
雨花区所有中小学尧 幼儿园门前袁
每天 2000 余名志愿者进行护学服
务遥 图为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小学
前袁志愿者护送孩子们有序入校遥

胡媛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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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的重庆袁天气阴霾袁小雨
淅沥袁山城百姓手持白菊袁自发来到大
渡口宝山堂袁 送别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教师要要要王红旭遥

就在两天前袁 两名儿童在重庆万
发码头江滩玩耍时不慎落水遥 危急时
刻袁 正在附近的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
小学体育教师王红旭袁 以百米冲刺的
速度跳入江中袁成功救起一个孩子袁在
他奋力将第二个孩子托举推向其他救
援者后袁因体力不支被卷入滔滔江水袁
再也没能上岸遥

大江流日夜袁客心悲未央遥
在野六一冶国际儿童节这天袁王红

旭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冲刺袁
将生命定格在了 35 岁遥

那天袁 王红旭和几位好友带着孩
子结伴到江边游玩遥 大约下午 5 点 40
分袁就在王红旭要离开江滩时袁一阵急
促的呼救声忽然传来遥

野快袁有娃儿落水了浴 冶野是两个小
孩子袁掉水里了浴 冶

两个孩子同时掉入水中袁 离江岸
越来越远袁 在水里拼命挣扎遥 事发突
然袁 原本嬉闹的人群一下子变得惊慌
起来遥

现场目击者回忆说袁 当时王红旭
在距离江水 100 米的地方袁 听到呼叫
后袁 他像一道光一般冲了过去袁野他跑
得那么快尧那么急袁最初我还以为他是
落水孩子的爸爸遥 冶

野还有一个浴 冶野还有一个浴 冶当王红
旭救起第一个小孩后袁 他听到人们的
叫声袁 看见还有一个孩子被卷得越来
越远袁 没有犹豫袁 他立马游向了更远
处遥

江水湍急袁江滩前沿的江水下面袁
是一个无法用肉眼观察到的断层袁王
红旭的脚下没有支撑点袁 加之衣服被
江水浸泡后变得异常沉重袁 他拉住第
二个孩子想往岸边游袁 却怎么也游不
动遥

在反复与江水的纠缠之中袁 王红
旭的体力消耗已接近极限遥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袁 王红旭拼命托举着孩子往前一
推袁后面的人顺势接住了孩子袁王红旭却因为这一推的反
作用力向后退开袁一下子被卷入了湍急的旋涡遥

野如果他在体力不支的时候放弃救人袁自己一定能上
岸遥 但是他在最后还是拼尽全身力气把第二个孩子托举
出水面袁递给后面接力的人遥 冶目击者说遥

两个和他素不相识的孩子都被救活了遥 然而袁6 月 2
日下午 4 点左右袁噩耗传来院王红旭的遗体在事发水域附
近被找到遥

王红旭的离世袁让整个山城为之悲恸遥 6 月 4 日袁王
红旭出殡袁市民自发来到育才小学袁站在道路两侧默默等
待着送别英雄遥

野沉痛悼念王红旭老师袁英雄一路走好浴冶大渡口区育
才小学的校门口挂上了黑白标语袁 市民和学生站在道路
两侧默默等待着送别英雄遥

在交警的引导下袁灵车从学校门口缓缓驶过袁路边守
候的人们含泪一遍遍呼喊院野王老师袁英雄浴 王老师袁一路
走好浴 一路走好浴 冶

野千年渡口袁凝望奔跑的方向曰百米冲刺袁笑对生死的
考场噎噎冶几天后袁重庆音乐人有感于王红旭的英勇事迹袁
谱写了叶最后的课堂院致敬舍身勇救落水儿童的王红旭老
师曳这首歌袁哀婉悲壮的旋律袁久久回荡在重庆的上空遥

王红旭一家三代都是教师袁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世家遥
爷爷王世才扎根农村教育事业 42 年袁直到去世前一

个星期还坚守在讲台上曰奶奶范信秀今年 86 岁袁年轻时
曾担任小学老师曰 父亲王平与母亲李永兰都是当地人口
耳相传的好老师遥

野三代人都教书袁教的都是良心书遥 冶王红旭父母说袁
王家的育人理念就是教野良心书冶袁就是野尊重学生冶遥

父辈们热爱教书尧 关心学生的样子给童年的王红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当老师就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遥

在得知王红旭遇难的消息后袁86 岁的奶奶范信秀几
度晕厥过去袁 但当了解到自己的孙子是因为救人而牺牲
时袁范信秀流着泪说院野孙儿牺牲得光荣浴 冶

江水冰冷袁但人心却永远炽热遥 儿子出生前袁王红旭
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要要要野不出意外袁你会在阳春三月呼吸
到第一口空气袁我都有点
迫不及待了遥 冶他是如此
珍爱生命袁 又充满希望袁
他鼓舞着人们袁 永远善
良袁永远前行袁永远发光遥

文化设施承载群众生活
宿州市大力推进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与管理尧多渠道增加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尧严格落实政府
保障职责袁推动公共文化事业高
质量高水平发展遥

通过各类争创活动袁不断加
快公共文化设施提质升级袁积极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
务遥 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社
会力量合作建成的宿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尧绿地衢坊街
大运河民间艺术馆和泗州戏非
遗史展馆等袁 已于 2020 年正式
对公众免费开放遥 砀山县的五峰
书院尧萧县的轩堂书屋尧泗县的
民俗农耕文化陈列展示馆尧埇桥
区的袁道儒私人农家书屋等一
批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公共文
化场馆袁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的文
化生活遥

文化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泗 县 围 绕 基层 文 化 设 施

野建尧管尧用冶工作袁着力加强基层
文化队伍建设遥 开展政府购买基
层公益文化岗位试点工作袁为每
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都配
备一名专(兼)职文化协管员袁负
责设施(设备)管护尧活动策划和

文化辅导等袁 确保事情有人做尧
设施有人管袁活动有人办遥 加强
基层文化队伍建设袁帮助每个村
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组建至少 1
支文艺队伍袁定期开展各类文化
活动袁群众参与度显著提高遥 目
前袁 全县已培育各类文化队伍
200 多支袁 其中广场舞队伍 150
余支尧庄户剧团 20 余支尧书画队
伍 30 余支袁 参与人数超过 3000
人遥 积极加强基层文化人才的培
训和指导袁 对基层各类文化队
伍袁分层次尧分类别举办各类专
题培训班袁 打造了素质优良尧充
满活力的基层文化服务队伍袁不

断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
水平遥

文化品牌活动风生水起
近年来袁宿州市灵璧县游集

镇在县委宣传部渊文明办冤和县
文旅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袁新
时代文明实践和群众文化活动
有声有色袁创新文化品牌活动风
生水起遥

游集镇文化站以宿州市志
愿服务先进个人典型袁县政协委
员尧野灵璧民谣冶非遗传承人尧野灵
璧好人冶尤传化名字命名的野传
化讲堂冶袁每周末按时开课遥 为了
使讲堂走向常态化尧规律化和规
范化袁野传化讲堂冶主动邀请学校
教师尧乡村医生尧乡贤能人尧农技
人员尧 司法工作者加入到讲堂遥
授课人员结合各自特长和工作
经历袁从志愿服务尧精神脱贫尧移
风易俗尧非遗传承尧基层矛盾治
理等编写讲课材料遥 不仅向群众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袁 同时向群众讲文
化尧讲思想尧讲政策尧讲道德尧讲
文明尧讲法治而且以真实感人的
故事引导群众以文化人袁成风化
俗袁积极培育文明乡风尧良好家
风和淳朴民风遥 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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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送到家门口
“文明”种在心坎上

近年来袁安徽省宿
州市全面加强基层文
化阵地尧 文化队伍尧文
化活动和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尧 均等化建
设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袁不断提升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袁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享
受到各种免费的文化
大餐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