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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
领导走访慰问
贫困户
本报讯 (通讯员杨安民)2 月 8
日袁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尧主任
李世东的带领下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组织驻村干部和部分党员干部袁前往
吉水镇乌坭坝村尧吉水村走访慰问贫
困户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与问候送到
每一位贫困户心里遥
李世东一行深入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所帮扶联系的贫困户家中袁嘘寒
问暖袁详细了解贫困户的家庭生活状
况尧生产就业情况尧经济收入来源情
况袁 了解他们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袁 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以及年糕尧
花生油等慰问品遥贫困户纷纷感谢党
的好政策袁感谢各位帮扶责任人对自
己的帮助遥 他们表示袁有各级党委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袁一定会树
立信心攻坚克难袁 通过自身不懈努
力袁争取早日脱贫致富遥

市纪委监委开
展春节慰问活
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廉纪宣冤2 月 9
日袁 市纪委监委组织全体干部职工
深入结对帮扶点河唇镇新屋仔村尧
横窝村袁开展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袁
为 83 户贫困户分别送上慰问金尧大
米尧年糕尧食用油等袁共计 4 万多元遥
在走访慰问中袁 帮扶责任人每
到一户袁 都与帮扶对象进行亲切交
谈袁 详细了解他们过去一年的生产
生活情况袁 了解开展扶贫帮扶工作
以来其家庭发生的变化袁 跟踪前期
帮扶项目的成效袁 鼓励他们继续发
展好产业袁争取早日脱贫致富遥 村民
们纷纷表示袁在新的一年里袁将全力
配合扶贫工作队的扶贫帮扶工作袁
齐心合力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遥

雅塘镇旧福地
村情暖老人和
学生
本报讯 渊记者谢添俊冤2 月 18
日袁由市文广新局指导的叶春满福地
浓情感恩曳 晚会在雅塘镇旧福地村
举行袁晚会现场对村中 60 岁以上老
人发放保暖衣物和新年红包袁 对成
绩优异的学生发放奖学助学金遥
为了改善村中环境袁 推进新农
村建设袁 市文广新局和旧福地村合
力建设生态文明袁投入 50 多万元完
成村道硬底化建设袁投入 70 多万元
完成文化楼尧文化广场建设袁还组织
开展书法比赛尧篮球赛等遥 为了营造
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良好氛围袁帮
扶单位和村民共捐款 5 万多元袁资
助了 103 名学子遥

市爱心公益事
业促进会奖励
优秀刘傅氏学
子
本报讯 渊记者郭龙碧冤2 月 18
日袁 由市爱心公益事业促进会主办
的第五届刘傅氏宗亲文化节在石角
镇山腰村举行遥 来自各地的刘傅氏
宗亲欢聚一堂袁叙亲情袁谋发展袁贺
新春袁 并为 96 名优秀学子颁发 11
万元奖学金遥
据了解袁五年来袁市爱心公益事
业促进会共对 377 位优秀学子进行
奖励袁发放奖学金近 40 万元袁帮助
贫困学子圆读书梦袁 受到社会各界
一致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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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迎春摄影展
本报讯(记者李文静冤2 月 11
日袁野美丽橙乡窑魅力廉江冶迎春摄
影展正式开展袁 湛江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尧文明办主任周伟武袁湛江
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尧 副主席林育
春袁我市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关
维荣等领导参加开展仪式遥
周伟武宣布野美丽橙乡窑魅力
廉江冶迎春摄影展开展遥
关维荣在开展仪式上致辞遥
他指出袁 这次摄影展是我市春节
系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也是我市文艺战线袁 特别是摄影
界践行习近平文艺思想袁 坚持在
深入生活尧扎根人民尧服务人民尧
造福人民中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繁
荣兴盛的具体举措袁 将会陪伴全
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遥
据了解袁野美丽橙乡窑魅力廉
江冶 迎春摄影展一共展出 122 幅
作品袁 以奇妙的构思尧 独特的视
角袁多角度尧全方位展示了廉江的
山川之美尧人文之美尧发展之美和
生活之美袁 用绚丽多彩的光影图
像呈献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遥 参
展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家乡

的热爱尧 对人民的关切和对生活
的感悟袁 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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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安铺 镇白 下村 15 号
方良 高 遗 失 廉 江 市公 安局 2012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营仔镇蛇围村 595 号
陈朗 涛 遗 失 廉 江 市公 安局 2016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营仔镇云峡村 185 号

染力袁 蕴含着较高的美学价值和
艺术价值遥

图为周伟武尧林育春尧关维荣等
领导在观看摄影展 郭龙碧 摄

市 领 导 慰 问“ 湛 江 好 人 ”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冤2 月 12
日上午袁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任关
维荣在市委宣传部领导的陪同
下袁先后到市司法局尧安铺镇尧新
民镇慰问获得第六届野湛江好人冶
称号的见义勇为好人罗汝泽尧周
雄勇袁助人为乐好人罗璇俏袁孝老
爱亲好人李观记等袁 为他们送上

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袁 并送上慰问
金和慰问品遥
关维荣说袁李观记尧罗汝泽尧
周雄勇尧罗璇俏等野湛江好人冶用
一颗炽热的心袁 温暖了需要帮助
的群众袁用爱心谱写人间大爱袁他
们无私奉献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感
召着身边的每一位群众遥 他说袁他

们为社会树立了好榜样袁 榜样的
力量是无穷的袁 他们勇敢捍卫公
序良俗袁积极净化社会风气袁引领
全社会共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 进一步擦亮我市 野好人好
报冶品牌袁促进社会文明水平不断
提高遥
关维荣号召全市人民学习他

们做好事不图回报的精神袁 学习
他们做好事持之以恒的精神袁同
时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和带动袁
使社会上出现更多的 野活雷锋冶袁
让橙乡处处充满爱遥

我 市 举 行 国 标 舞 联 欢 晚 会
本报讯渊记者林梅英冤2 月 20
日晚上袁 我市在市文化广场举行
新春大家乐国标舞联欢晚会袁为
观众送上一台丰盛的文化大餐袁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看袁 掌声
喝彩声不断遥
伦巴尧恰恰尧桑巴噎噎演员们
优雅的舞姿深深吸引了现场观
众袁赢得了大家阵阵的喝彩声袁充

分体现了全市人民在市委尧 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开拓进取的精
神袁 展现出我市文艺工作者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扎实的体育舞
蹈功底袁 也表达了我市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遥
晚会由市委宣传部尧 市文广
新局尧市文联尧团市委尧市国标舞
学会共同主办袁 整台晚会主题鲜

明尧精彩纷呈遥
据了解袁 春节文艺节目展演
历来是我市春节文化活动的重头
戏遥 2018 年野我们的中国梦窑文化
进万家新春大家乐冶系列活动袁是
我市推动文化大发展尧大繁荣袁促
进城乡文化交流尧 丰富春节文化
生活的重大活动袁 旨在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袁 坚持贴近实

际尧贴近群众尧贴近生活的原则袁
立足于野文化过节尧文明过节冶袁突
出野群众文化尧广场文化尧社区文
化尧本土文化冶袁体现了开放性和
互动性的特点袁 满足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多种需求遥

湛江市文天祥文化促进会举行奖学大会
本报讯渊记者林达琳冤2 月 20
日袁吉水镇大车村热闹非凡袁湛江
市文天祥文化促进会奖学颁奖大
会在这里举行袁来自湛江尧茂名地

浓

浓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冤近
日袁记者走访了城区的多家书
店以及各大超市的图书区袁发
现里面的读者一点儿也不比
平时少袁书店以及超市的图书
区成了大人和孩子节日里的
好去处遥
在这个春节假期里袁读书
成为一种时尚袁市民沐浴着浓
浓的书香袁 度过了一个读好
书尧学文化尧长知识的野文化春
节冶遥据了解袁各大书店以及超
市在节日里售卖图书情况理
想袁孩子们拿着压岁钱和家长

区的 71 名文氏子弟领取了奖学
金遥
当天袁奖学金设特等奖尧一等
奖尧二等奖和三等奖袁对表现优异

书
一起在挑选自己喜爱的课外
书籍遥 开学在即袁一些孩子也
特意用压岁钱购买各种辅导
书籍以及练习册尧 字典等袁为
迎接新学期做好准备遥 有一位
家长表示袁家庭读书氛围很重
要袁大人喜欢看书袁小孩才会
受影响袁无论在家里还是在书
店袁大人小孩一起静心品味知
识大餐袁尽情徜徉在知识的海
洋里袁增长见识袁开拓视野袁收
获不小遥
图为市民在某超市的图
书区认真读书 林达琳 摄

江希蕾袁女袁廉江市石岭人袁
江志新于 2010 年 12 月在石岭
镇广胜路附近捡拾袁捡拾时约几
天大袁 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母袁
自登报之日起 60 天内袁 该婴儿
的亲生父母或其监护人凭身份
证和所在单位或村渊居冤民委员
会证明与江志新联系认领遥 逾
期袁视作弃婴依法安置遥
联系电话院13723544337 渊江志新冤

遗失声明
101 房陈建光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15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黄春吉遗失 叶军人伤残证曳袁
证号院粤军 0016080袁声明作废遥

我市举办“万
福春联送万
家”活动
本报讯 (记者李文静冤2 月 11
日袁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野万福春联
送万家冶活动在市文化广场启动遥 湛
江尧廉江两地的 50 多名书法家现场
挥毫袁为市民送上新春的祝福遥 湛江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尧 文明办主任周
伟武袁湛江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尧副主
席林育春袁我市市委常委尧市委办主
任关维荣等领导参加了活动遥
关维荣在致辞中表示袁 春节是
我国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袁 春联寄托
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盼袁
希望书法家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
把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的热爱和祝
福倾注到笔端袁表现到春联上袁让广
大群众在分享祥和的同时袁 也深深
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亲切关怀遥
据了解袁 我市组织书法家小分
队分赴部分镇和农村袁 为千家万户
送上新春祝福遥

寻亲启事
廉江市劳福茂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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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江市石城镇万 屋村 13 号
袁 伟 玲 遗 失 廉 江 市公 安 局 2017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廉 江市 石城 镇西 岸 四 队 20
号黄宗仁遗失廉江市公安局 2009
年签发的身份证袁声明作废遥

的学生给予奖励袁 其中博士研究
生 1 名尧硕士研究生 7 名尧本科生
42 名尧重点中学高中生 21 名遥 学
生代表文汉强在发言中表示袁将

香

伴

一如既往认真刻苦学习袁 弘扬创
新精神袁学成后报效祖国尧回报家
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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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州街道组织
书法家为群众
送春联
本报讯 渊通讯员宋林羽冤野神州
启唱新时代袁大地飞歌满眼春遥 冶罗
州街道组织杨培礼尧潘耀胜等 12 名
书法名家现场挥毫袁 为辖区群众送
春联遥
罗州街道篮球场人头涌涌袁热
闹非凡袁一幅野名师挥毫送春联袁书
香罗州暖万家冶的横额格外醒目遥 闻
讯赶到现场的群众纷纷邀请书法家
为自己写春联尧写野福冶字袁把温馨的
祝福带回家袁 为新春佳节增添一份
喜庆遥 书法家们应群众要求挥毫泼
墨袁写出一幅幅充满喜庆的春联遥 领
到春联的市民马先生高兴地说院野书
法家写的字非常好浴 春联不仅大气
上档次袁而且不用自己掏钱买遥 冶

市文化馆向社
区居民送春联
本报讯 渊记者肖挺 李文静冤2
月 10 日袁市文化馆和龙湖山庄联合
举办主题为野墨香携福到袁红联迎春
来冶的送春联活动遥
活动现场袁多名国家级尧省级书
法家挥毫泼墨袁 一幅幅春联既表达
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袁也
体现了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祝愿遥 前
来领取春联的市民络绎不绝袁 大家
拿着红红的春联袁脸上荡漾着喜悦袁
显得年味十足遥

罗州街道举行
迎春曲艺汇演
本报讯渊通讯员宋林羽冤近日袁
廉苑公园乐韵悠扬袁 罗州街道举办
的野书香罗州冶迎春曲艺汇演为曲艺
爱好者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遥 当晚袁
300 多名曲艺爱好者观看演出遥
民乐大合奏叶喜洋洋曳尧粤曲独
唱叶祖国好山河寸土不让曳尧粤曲对
唱叶花好月圆曳等 11 个节目轮番上
演袁 一个个充满特色的曲艺节目表
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和新年
的美好期盼袁台上表演精彩不断袁台
下掌声经久不息袁现场热闹非凡遥
据了解袁野书香罗州冶 迎春曲艺
汇演由罗州街道文化站尧 罗州街道
工会联合会尧罗州街道团工委主办袁
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协办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