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17.07.20 星期四
责编院揭英隆 美编院林金连

E原皂葬蚤造押造躁遭圆园园圆岳增蚤责援员远猿援糟燥皂

创文专版

廉 江 新 名 片—见 义 勇 为 之 城
本报记者 揭英隆 谭杏娇 通讯员 庞景周

两年多涌现出 75 名见义勇为
勇士袁 我市由此拥有了另一张新名
片要要
要见义勇为之城遥 为何我市多
勇士钥 市委政法委相关领导称袁这得
益于我市市委尧 市政府始终把见义
勇为作为城市精神与品牌来培养和
弘扬遥
近年来袁我市以创建省尧全国文
明城市为载体袁以打造野好人之城冶
为目标袁广泛开展了野我推荐尧我评
议身边好人冶 和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等活动袁形成了一套见义勇为英雄尧
廉江好人推荐尧评选尧宣传尧表彰尧帮
扶的长效机制袁 从而形成正能量的
循环气流袁擦亮多彩野橙乡冶的品牌遥
见义勇为群像扫描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袁 一直受到社会大众的推崇和赞
赏袁时至今日袁我市见义勇为的义举
仍屡见不鲜袁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乃
至鲜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时代正
气之歌遥
今年 5 月 5 日袁 中央文明办在
江苏南通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现场交流活动袁 隆重发布 4 月
野中国好人榜冶遥 经过群众推荐尧网友
点评袁 全国共有 95 位助人为乐尧见
义勇为尧诚实守信尧敬业奉献尧孝老
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袁 其中我
市见义勇为好青年钟武榜上有名遥
这是对我市见义勇为英雄的最高褒
奖袁 他们的英雄事迹不仅在橙乡家
喻户晓袁 在全国范围同样也获得首
肯遥
2016 年 9 月 14 日下午袁 市民
张林独自到在罗州街道大江边村附
近的河边钓鱼遥 正钓得入神袁忽然发

新南社区利用微
信监督创文工作
本报讯渊通讯员曹冰冤野新兴路
尝汤阁药膳炖品店铺的厨房污水
横流袁影响市容市貌噎噎冶居民通
过创文工作微信不断向罗州街道
新南社区工作人员反映不文明现
象袁工作人员迅速到实地督查遥
为了进一步做好创文工作袁罗
州街道新南社区联合辖区市交警
城区中队尧廉江市汽车总站等 9 个
街巷管理包干责任单位联合开展
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冶行动袁并建立
辖区创文工作微信群袁接受居民通
过微信投诉辖区野六乱冶现场遥 居民
一旦将野六乱冶图片发上微信袁责任
单位立刻野认领冶袁并迅速组织相关
人员前往现场袁对居民野举报点冶进
行拍摄取证袁同时监督整治袁这一
举措收到较好的效果遥 此外袁该社
区每天安排居委干部进行定时或
不定时巡查袁确保整治到位遥 截至
目前袁已规范占道尧室外经营 70 余
人次曰整治车辆乱停放 20 多辆次曰
清理乱张贴尧小广告 1000 多条曰拆
除违规安装招牌尧帐篷 3 块曰发出
整治野六乱冶通知书 30 多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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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个人从上游漂浮而下遥 张林瞬
间意识到可能有人溺水了袁 马上脱
去上衣袁一头扎进水里袁凭借着从小
养成的好水性袁 终于救起已经失去
知觉的溺水者遥 张林的义举得到广
泛称赞袁被湛江尧廉江两级见义勇为
评定委员会评为见义勇为英雄遥
今年 2 月 19 日中午袁崔鹏与其
他几位同学到石城镇略底村一水塘
边燃烧鞭炮袁 其中一位叫黄某超的
男同学因觉得手脏而到水塘边洗
手袁不小心掉进水里遥 危难时刻袁崔
鹏跳进水中将黄某超往岸边推袁不
料自己却滑向水塘中央溺水遥 最终
由于溺水时间过长袁崔鹏被救起时袁
已停止了呼吸袁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遥
经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研究决
定袁 将崔鹏等 5 位同学认定为见义
勇为人员予以表彰袁 其中崔鹏还上
送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再次评
定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4 时
左右袁 罗旋俏骑自行车在安铺镇建
设大道行走袁 一位大妈不知何因突
然从自行车上跌下来躺在地上遥 罗
旋俏毫不犹豫跑过去扶起她袁 然而
大妈却紧紧抓住罗旋俏的手袁 声称
是她将自己撞倒袁要她赔钱袁双方因
此僵持不下遥 在附近亲眼目睹事件
过程的莫景民挺身而出袁 为罗旋俏
作证袁称大妈属于自己跌倒袁与罗旋
俏无关遥 罗旋俏热心助人的事迹和
莫景民见义勇为的事迹先后被本地
和中央级媒体报道袁 引起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和好评遥
噎噎
自 2015 年 1 月 6 日湛江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廉江办事处成立以

我市慰问见义勇为人员钟武渊右 3冤
来袁截至目前袁我市已被认定见义勇
为行为 75 人次袁 奖励慰问 65 人
次袁发放奖金 30 多万元袁还有 4 宗
10 人次在办理中遥 在这些见义勇为
先进人物中袁 不乏 80 后尧90 后袁年
轻一代成了践行见义勇为传统的新
生力量遥
制度为见义勇为野撑腰冶
每一个事迹都是一曲振奋人
心尧催人泪下的壮丽之歌袁每一个名
字背后袁都有着长篇动人的故事袁他
们是廉江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遥 不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袁 这是我市社会
各界对待见义勇为人员的共识遥
如何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
权益袁 救助困难见义勇为人员及其
家庭钥 近几年来袁我市从见义勇为组
织建设覆盖尧见义勇为基金积累尧规
范化管理等方面进行建设完善遥
2015 年 1 月 6 日袁湛江市见义

溺 水 猛 于 虎

勇为基金会廉江办事处成立袁 经过
一年多时间的发展袁 我市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又成立了见义勇为基
金会评定委员会袁 进一步促进当地
见义勇为工作的发展遥
野每年的见义勇为经费收支情
况都在政府网站上公布袁 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袁 确保每一笔款项都用
到实处遥 冶湛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廉
江办事处负责人吴玉文介绍袁 一直
以来袁 我市政府部门就非常注重见
义勇为奖励工作袁2015 年成立见义
勇为办事处后袁 市政府对见义勇为
基金的预算也是逐年增加袁2015 年
为 20 万元袁2016 年增至 40 万元遥
在见义勇为基金管理上袁 实行基金
管理透明化遥
而在见义勇为人员的档案管理
上袁也力求管理规范化遥 在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的办公室里袁 档案柜里整
齐地摆放着一册册的档案袁 每一位
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的档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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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袁 对见义勇为人员档案进行登
记造册袁 方便了对见义勇为人员档
案的接收尧鉴定尧整理尧保管遥
野英雄一时袁光荣一生冶袁对于见
义勇为人员来说袁 一份奖励就是对
他们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和鼓励遥
从 2015 年以来袁 我市对见义勇为
人员的表彰实现常态化袁 对见义勇
为英雄群体尧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尧见
义勇为积极分子等进行分批表彰袁
通过媒体宣传和公开表彰的形式袁
让社会各界更加了解见义勇为先进
事迹遥
除了对见义勇为人员进行表彰
外袁 我市还对因见义勇为致病致残
或者牺牲袁 导致其医疗康复或子女
就学尧 老人赡养等经济负担困难的
家庭实行帮扶袁 切实解决见义勇为
人员的后顾之忧遥
见义勇为彰显廉江人精神风貌

警 钟 需 长 鸣

我市三少年合力救援落水同伴
通讯员 张思燕 庞景周
7 月 10 日中午 12 时许袁 在石
颈镇平坡村河浪河水坝处袁 一名少
年不慎溺水袁三名同伴合力施救袁当
落水少年被推上岸时袁 其中一名参
与救援的少年揭凌云却不幸遇难袁
生命永远定格在 15 岁遥
市民尧 网友都对揭凌云勇于救
人的行为表示赞扬袁 对年轻生命的
离去表示痛惜袁但同时指出袁救人时
要量力而行袁要懂得野智救冶保护自
己遥
男孩不谨滑到深水区
7 月 11 日袁笔者在事发地河浪
河水坝处看到袁水坝上游是河沙地袁
上游一侧汇成一片小水域袁 四周是
水浮莲袁很难测到河深袁只见河面不
时有漩涡出现遥
回想起当天发生的事袁 获救者
揭某豪和救人者赖某豪仍心有余
悸遥 揭某豪告诉笔者袁10 日中午 12
点左右袁他和赖某豪尧揭凌云尧江某
威尧赖某彬一起来到水坝处游玩遥一
开始袁揭某豪尧江某威尧揭凌云三人
到河里游水袁 赖某豪在河中泥地上
玩耍遥 赖某彬在岸上水坝处玩袁后
来袁赖某彬称他父亲找他袁便先离开
了遥
野突然袁我踩到水里一个石头袁
脚一滑就滑到深水区了遥 当时我很
紧张袁就在水里挣扎袁无论怎么游也
无法上岸袁就听到江某威大喊耶来人
啊袁有人溺水了爷遥 冶揭某豪告诉笔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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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观娣遗失叶临时税务登记证曳正本袁粤
声 国税字 44088119680909414600袁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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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营仔镇新村村民委员会下村 55 号林
木华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0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
作废遥
廉江市塘蓬镇六环村民委员会斜背村 16 号
张华校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4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
明作废遥
廉江市安铺镇东山村委会黄盘中村 22 号陈
晓东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0 年签发身份证袁声明
作废遥

者袁情急之下他搂住江某威的脖子袁
可能是支撑不住袁 后来江某威推开
了他袁游上岸去拿竹竿来救他遥危急
时刻袁揭凌云也游过来帮忙袁在后面
推他靠岸遥
同伴找来竹竿合力救人
野我看到揭某豪连喝了好几口
水袁江某威边游边喊耶快去拿竹竿救
人啊爷袁于是我赶紧在岸上找来一根
竹竿扔给江某威袁 江某威把竹竿伸
向溺水的揭某豪袁 我们两人合力把
揭某豪拉上岸袁揭凌云在后面推遥待
揭某豪救上了岸袁 我看到揭凌云双
手拍水袁没多久就沉下去了遥 冶赖某
豪回忆救人时的情景袁 双手还在不
停地颤抖遥
当江某威和赖某豪再拿起竹竿
想去救人时袁 河面上已看不见揭凌
云的身影袁 他又在河边捞了几下都
没有捞到人遥于是袁他们跑到附近喊
人救命袁但没有找到人袁后来江某威
骑车到隔壁村才喊来几个村民遥 一
位老伯搬来竹筏袁 跟江某威一起搜
寻揭凌云袁一位阿姨拨打了 110袁不
久警察和消防人员赶到袁 一起加入
营救的行列中来遥
笔者了解到袁接警后袁当地民警
和消防官兵迅速到达出事地点开展
救援袁并通知揭凌云就读的学校袁该
校领导闻讯后也立即赶到现场参与
救援遥由于溺水时间过长袁揭凌云被
救起时已停止了呼吸袁 勇敢少年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 15 岁遥
人人称道的野小雷锋冶
野阿云是个好孩子袁孝顺尧听话袁
现在说没就没了袁 我们不知有多难
过遥冶揭凌云的叔叔揭信业含泪告诉
笔者袁揭凌云的家庭困难袁父亲平时
做些泥水工袁 母亲上个月因患病在
湛江做手术袁花光了全家的积蓄袁现
在家里已是债台高筑袁 每月只能靠
着揭凌云母亲低保的 190 元艰难
过日子遥
得知揭凌云遇难的消息袁 其班
主任林老师也很心痛袁野凌云是个遵
纪守法的好学生袁乐于助人袁一次袁
他的同桌上课期间生病袁 他主动扶
同桌去看医生遥 冶
说起揭凌云袁 邻居赖永林伸出
大拇指袁 揭凌云放学后常常过来帮
他带孩子袁 有时还帮忙搬搬抬抬袁
野虽然他因救人溺亡袁但我们身为邻
居都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遥 冶
野如果不是凌云他们合力施救袁
可能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遥冶揭
某豪的妈妈邓女士称袁 揭凌云舍己
相救袁他的大恩没齿难忘袁由于事后
其孩子一直发烧袁 还没去揭家登门
道谢袁野以后袁一定登门感谢袁他家有
困难袁我们也一定尽力帮忙遥 冶
村民主动伸援手
获悉揭凌云救人遇溺的事迹
后袁 香岭村村民主动帮助其家人料
理后事袁并自发捐款 5 万多元遥

野揭凌云救人溺亡的第二天袁我
们村干部主动到揭凌云家进行安抚
工作袁 并根据他的家庭情况在村开
展募捐工作遥 冶香岭村村干部赖炳告
诉笔者袁 揭凌云的母亲刚做完脑膜
瘤手术袁花费了 20 多万元袁父亲身
体也不太好袁 孩子的突然离去对这
一家的打击可想而知遥 为了帮助揭
凌云父母渡过难关袁 香岭村村民主
动关怀尧帮助料理揭凌云的后事遥同
时袁 全村村民在短短两天时间就为
揭凌云一家募集了 5 万多元捐款遥
编后院
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离我们而
去袁 一起让人痛惜的事件再次为我
们敲响了防溺水安全的警钟遥 就在
前几天袁 湛江市召开全市预防学生
溺水专项工作会议袁 我市在放暑假
之前袁 每间学校都对学生进行防溺
水安全教育袁并发了防治溺水通知袁
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袁 做到预防
学生溺水宣传教育工作不漏一名学
生袁不落一个家庭遥 言犹在耳袁生命
已逝袁让人无限痛惜遥
溺水猛于虎遥 扼腕叹息之余袁全
社会应该真正积极行动起来袁 如何
更好地做好溺水宣传钥 如何真正地
让孩子远离危险水域钥 全社会群策
群力袁形成合力袁才能在孩子心中构
建起一道防溺水安全的生命屏障袁
让溺水远离孩子袁 让溺水事件不再
重演噎噎

记者了解到袁 在廉江人的性格
里袁自古就有热情豪迈尧乐善好施的
因子遥 近年来袁我市出现这么多见义
勇为的现象袁既有历史的传承袁更有
时代风尚的引领遥
野近年来袁我市致力争当粤东西
北县域振兴发展排头兵尧 争创全国
县级文明城市袁 见义勇为既是传统
民风的体现袁 也是社会发展的进
步遥 冶 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告诉记
者袁 自 2012 年我市提出创建文明
城市以来袁已顺利通过省的考核袁目
前正在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遥 对
我市广大市民来说袁 如何做一个文
明的市民袁 如何做一个有素质的市
民袁 如何让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能
为他人带来幸福感袁 已经成为他们
发自内心的期盼遥 此外袁我市以打造
野好人之城冶为目标袁广泛开展了野我
推荐尧我评议身边好人冶和道德模范
评选表彰等活动袁 形成了一整套见
义勇为人员尧廉江好人推荐尧评选尧
宣传尧表彰尧帮扶的长效机制袁从而
形成了正能量的循环气流遥 所以袁他
们能在遇到路见不平的时候一声
吼袁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袁在
遇到他人不方便的时候主动帮忙遥
助人为乐尧 见义勇为已在我市蔚然
成风遥
湛江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
谭土旺认为袁 如今廉江见义勇为的
市民越来越多袁 位居湛江市各县
渊市冤区的前列袁并初步形成崇尚英
雄尧争当英雄的良好氛围袁这与当地
传统民风和政府重视是分不开的遥
政府积极弘扬和宣传见义勇为精
神袁以扎实的举措袁切实做到了让见
义勇为先进人物政治上有声誉尧社
会上有影响尧生活上有保障袁从而形
成了尊重英雄尧 学习英雄的浓厚氛
围遥
目前袁在美丽的野橙乡冶大地袁见
义勇为已日益成为一道靓丽的道德
风景袁并作为一股匡扶正义尧守护安
宁的正能量袁 源源不断注入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袁 并将影响
深远噎噎

良垌镇全面整治
“六乱”
本报讯渊通讯员全可富冤为进一
步加强环境卫生管理袁创造整洁尧有
序尧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袁连日来袁
良垌镇组织镇干部尧 环卫工人对圩
镇街道进行野地毯式冶的清理袁开展
野六乱冶专项整治行动遥
在整治行动中袁 该镇派出宣传
车开展广泛宣传袁让整治野六乱冶工
作家喻户晓遥同时袁对圩镇街道两旁
的占道经营尧乱摆乱放尧违规搭建构
筑物的店主进行耐心的劝导和解
释袁让他们明白野六乱冶行为的危害
性袁自觉配合整治工作遥对不愿主动
拆除违建物的袁 整治工作组依法进
行强拆袁还路于民遥
据悉袁该镇继续开展野六乱冶整
治行动袁为创建生态文明镇尧构建美
丽幸福良垌打下坚实基础遥

高桥镇禁毒宣传
活动进校园
本报讯渊通讯员陈英华冤近日袁
高桥镇在该镇中心小学举行禁毒现
场活动袁该镇社会治理服务中心尧社
区戒毒站尧镇派出所尧镇司法所等部
门的有关人员和该校师生参加遥
本次活动主要通过宣传展板尧
现场咨询尧悬挂横幅标语尧派发禁毒
宣传资料等形式大力宣传毒品的危
害等知识袁 让师生加深对毒品危害
的了解袁树立野无毒青春袁健康生活冶
的观念袁 激起大家积极参与禁毒斗
争袁自觉防毒尧拒毒袁为创建无毒校
园尧 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打下
良好的基础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