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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在身边

公 告
长春一汽实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李莹、张培、于丽平、吴天

舒、王晓东、杨晓辉、姜东旭7人与本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
2011年12月31日已到期。在职期间上述7人无故不参加工作，已
旷工4个月之久。按照《公司员工手册》相关规定，属于员工自动离
职行为。在此期间曾多次通知本人前往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说
明书，但都没有结果。现登报通知以上7名人员于2012年3月15日
前，前往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实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2年3月5日

土地证遗失公告
土地使用者：赵庆，土地坐落：德惠市菜园

子镇白鱼村十社，土地用途：住宅，土地证号：
（1991）菜集建字第0454号，此土地证因保管
不善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德惠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的，根据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德惠市国土资源局
2012年3月9日

遗失公告
土地使用者：集安深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土地坐落：集安市锦江西路，土地证号：集国
用（2009）字第058210393号，登记面积：
47.97平方米，土地用途：其他商服用地，土地
使用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集安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集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2年3月9日

土地证遗失公告
土地使用者：赵玉堂，土地坐落：德惠市菜

园子镇套子里村三社，土地用途：住宅，土地证
号：（1991）菜集建字第2934号，此土地证因保
管不善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德惠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的，根据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德惠市国土资源局
2012年3月9日

遗失公告
土地使用者：曹天金，土地坐落：集安市下

解放村十一组，土地证号：集集用（1997）字第
0251577号，登记面积：402.90平方米，土地
用途：宅基地，土地使用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集安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土地管理
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集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2年3月9日

土地证遗失公告
刘德臣将位于梅河口市光明街业家村二

组，土地使用证号为：梅集用（1992）字第
15-10-(125)号，宗地面积：515.90平方米，合
法面积：245.00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地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遗失，现声明作废。与此相关的
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请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逾期不
提出申请，我局将予以补发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435-4214722
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2年3月7日

土地证遗失公告
马福柱将位于梅河口市黑山头镇建设村

四组，土地使用证号为：梅集用（1991）字第
13-03-188号，宗地面积：939.67平方米，合
法面积：266.00平方米，用途为住宅用地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遗失，现声明作废。与此相关的
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请在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向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逾期不
提出申请，我局将予以补发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435-4214722
梅河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2年3月7日

招标公告
中小河流治理汪清县前河堤防工程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中小河流治理汪清县前河堤防工
程已由吉林省水利厅以吉水技【2011】1698号批准建设，建设资
金来自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项目法人为汪清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
建设管理办公室，招标人汪清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办公
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
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汪清县前河中小河流治理工程位于吉林省汪清县境内，嘎呀河一
级支流双河上，工程由双河汇合口处至上游23.2km处的西阳
桥。西洋桥为工程上段控制点，双河河口为工程下段控制点。本
工程上段（后河汇合口以上）集水面积 F=455km2，河长 L=
53.4km，河道平均比降为 7.04‰。工程下段集水面积 F=
729km2，河长L=57.5km，河道平均比降为6.3‰。双河发源于汪
清县蛤蟆塘乡哈尔巴岭山脉东，在汪清县大兴沟镇汇入嘎呀河，
流域地理位置在北纬东经129°07′～129°38′，43°31′～
43°26′。双河流域集水面积为729km2，河长L=57.5km，河道
平均比降为6.3‰。双河主要支流前河、后河。招标内容：建筑工
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临时工程。计划工期:2012年4月25
日至2012年11月10日。三、投标人资格要求：1、本次招标要
求投标人须具备：（1）独立法人资格，（2）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3）必须有类似工程的施工经验，
近三年承担过类似的工程施工，（4）良好的财务状况及商业信誉,
（5）信用档案已在吉林省水利厅备案（以吉林省水利厅网站
（http://slt.jl.gov.cn）公示为准），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承担本标段施工能力。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本
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
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四、招标文件的获
取：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 年3月22日至2012年3月
28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30时至下午
4:30 时（北京时间，下同），到吉林省水利厅网站项目信息公开专
栏自行下载。2、招标文件成本费为 2000元，投标人在递交投标
文件时交纳给招标代理机构。五、投标文件的递交：1 、投标文件
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2年4月13日上午
10:00时，地点为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六楼。2 、逾期送达
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3、投标人
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未足额交纳招标文件成本费的，招标人不予
受理。六、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不召
开投标预备会。七、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
省水利厅网站、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吉林日报》上发布。八、联系
方式：招标人：汪清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联系
人：辛守业，联系电话：0433-8853822，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中
诚招标有限公司，联系人：石春花、张红艳，联系电话：
0433-2908793、2908769。 2012年3月12日

招标公告
汪清县汪清河汪清城区段防洪工程施工监理已由国家批准

兴建，项目招标人为汪清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建设资金
来自省级水利建设基金。工作内容：建筑工程、临时工程。资格
审查条件：具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招标
文件发售：从2012年3月22日起至2012年3月28日(节假日休
息)，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00时至4：00时，开标时间
为2012年4月12日下午1：00时，在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六
楼出售并开标，售价壹仟元整。吉林省中诚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
人:石春花、张红艳 联系电话：0433-2908769、2908793。

公告更正
吉林中筑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9日在

本报发布的“长春市双阳区小营子水库、红旗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施工招标公告中更正为：1.招标条件中项目法人为“张才”改为

“长春市双阳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2．取消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中的“信用等级达到D级以上等
级的”。3.联系方式中招标人“长春市双阳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改为“长春市双阳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
招标人：长春市双阳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处；地址：
长春市双阳区；联系人：张才；电话：18943095666；传真：
0431-84230477招标代理机构：吉林中筑工程建设招标代理有
限公司；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1198号硅谷大厦1118室；
联系人：苏航；电话：0431-85118118；传真：0431-85115115

3月6日，“贵州人和国酒茅台足球队”在贵阳举行新闻发布
会引起众多媒体关注：茅台集团解囊支持这支中超足球队落户
贵州并独家冠名。

茅台集团董事长、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说，集
团支持中超足球队落户贵州，是为推动贵州本土体育事业发展
出力尽责。这是茅台集团一以贯之的“大企业有社会大担当”理
念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就在此前不久，“百所‘国酒茅台·希望食堂’项目建设签约
暨首批项目开工仪式”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小学举行。茅
台集团捐资1900万元用于在全省部分农村小学建设100所“国
酒茅台·希望食堂”，为解决山区农村中小学生午餐问题助力。
几个月前，茅台集团开展教育扶贫计划，向我国西部省区的150
万名农村小学生捐赠了价值1575万元的《新华字典》。

随着国酒茅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在全球的不断提升，
茅台集团以“大责任有大担当”为追求的“公益茅台”建构也同步
推进。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十一五”期间，集团就累计向社会捐
助4亿多元，彰显了茅台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博爱情怀。一
位体育界人士认为：茅台支持中超球队落户贵州，对在全国处于
相对弱势的贵州球类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海鸥 沙戈）

冠名中超足球强队 支持贵州体育事业

“大企业大担当”彰显“公益茅台”形象

吉林省抚松县青川二级水电站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TZJL120302

吉林省抚松县青川二级水电站工程监理已由吉林省水利厅
批准建设，批准文号为吉水技【2010】1283号。项目业主为抚松
县天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工程建设条件，现对抚松
县青川二级水电站工程监理进行公开招标。一、工程地点和招标
范围：1、工程地点：抚松县。2、招标范围：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
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临时工程监理。二、资质要
求：1、投标人应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
法人单位。2、具有承担类似本工程的施工监理经历。3、近三年
来财务状况良好。4、有良好的履约信誉。三、招标文件的发售时
间、地点：招标文件将于2012年3月20日至2012年3月26日，上
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至16时出售，过期不予受
理。购买招标文件要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人授权
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购买，外省监理单位参加投标，还需持有吉
林省建设主管部门办理的《入吉建筑企业投标备案证明书》。每
份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1000元，售出不退。地址：吉林省政务大
厅六楼综合窗口出售（吉林省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四、开标时
间及地点：本工程开标时间定于2012年 4月12日 9 时在吉林
省政务大厅六楼开标室（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贵阳街287号建设
大厦）公开开标。招标人：抚松县天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
人：李晓力 电话：0431-85835039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天
利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苹 电话（传真）：
0431-88580117

吉林济邦药业有限公司分立公告
吉林济邦药业有限公司因GMP异地改造，同时也为了整合

企业资源，发展生产经营。于2012年2月4日经股东大会研究，
决定分立公司经营。公司分立为吉林济邦药业有限公司（存续）
和吉林钰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设）共两家公司。

原吉林济邦药业有限公司不变，注册资本不予减少，相关债
权债务由该公司享有和承担，该公司债权人可自2012年3月10
日（指第一次发布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
按照法定程度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贺玉芝 联系电话：0432-68256505

吉林济邦药业有限公司
2012年3月10日

●刘中达将建筑施工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丢失，证号：吉
A072010000094，声明作废。

● 韩 正 国 将
100103010264号失业证丢失，
特此声明。

●王倩系长春大学市场营
销专业2010届本（专）科毕业

生，于2010年7月派到吉林省
通化市人事局，将报到证丢失，
报到证编号为 10117262593，
特此声明。

●吉林农大发展学院08级
机械1班邵惠博将三方协议丢
失2份，编号1360620236，声明
作废。

●范中华将G22855965号
护照丢失，声明作废。

●王玉柱将出租车从业资

格 证 副 本 丢 失 ，编 号 ：
N3004300，声明作废。

●颜井恩将出租车从业资
格 证 副 本 丢 失 ，编 号
B0610652，特此声明。

●罗春慧将特种作业人员
操作证丢失，建筑起重机械司
机 ，丢 失 证 件 编 号 ：
F042009000143，身份证号：
220602197209300927，特此声
明。

●高玉荣将特种作业人员
操作证丢失，建筑起重机械司
机 ，丢 失 证 件 编 号 ：
F042009000139，身份证号：
22060219710430098X，特此声
明。

●高秀英将特种作业人员
操作证丢失，建筑起重机械司
机 ，丢 失 证 件 编 号 ：
F042009000141，身份证号：
220602196804110920，特此声

明。
● 冯 峰 将

222328195801240062 号身份
证丢失，声明作废。

● 张 思 源 将
220723198111060074 号身份
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宏生将医师资格证书
丢 失 ， 编 码 ：
199822110220224681208701
，声明作废。

● 吉 AZ4508 许 可 号
YD60615服务卡丢失，声明作

废。
● 李 科 将 编 号 空 字 第

05093798号军官证丢失，特此
声明。

●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骨
伤科学方向王帅将学生证丢失，
号码：10010420202，特此声明。

● 李 治 国（身 份 证 号
220221198504037158）将长春
市出租车从业人员培训合格证
丢 失 ，从 业 资 格 证 件 号 ：
2201000010011003570，特 此
声明。

●李建辉将服务监督卡丢
失，车号为吉AZ2067，资格证编
号：YD09121，特此声明。

●王宇宁将新竹花园35栋
4门207室购房协议丢失，编号
20299，声明作废。

●产权人蔡喜生，使用人胡
秀 霞 （ 身 份 证 ：
220111196509101625）将长春
市净月经济开发区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办公室开具的第1959
号回迁房屋分配证丢失，地址：
丰裕二期27栋4门510，声明作
废。

●孙雨峰将车号为Z3367
营运证、服务卡丢失，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土地证书遗失公告
刘成龙将坐落在绿园区西新镇双丰村八

社雷家店屯的宗地面积为270平方米，用途为
住宅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地号为
030506A511（2007）字第060101317号）遗
失，公告声明作废。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国土
资源局绿园分局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
议的，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
书。联系电话：87812830

长春市国土资源局绿园分局
2012年3月9日

土地证遗失公告
土地使用者：徐景（井）恩，土地坐落：德惠

市惠发街道毛家村二社，土地用途：住宅，土地
证号：（1989）松柏集建字第79号，此土地证因
保管不善丢失，现声明作废。

与此相关的权利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
在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德惠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的，根据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准予补发证书。

德惠市国土资源局
2012年3月9日

与长春市光复路平行、毗
邻的一条路本来应该叫路，不
知道为什么叫“太平街”了。太
平街上云集了“光复路”所有批
发文具和办公用品的各家店
铺，其中一家名为“新文化”的
店面外看毫不起眼；进内，仅有
5 平方米左右，满屋的文具加
上一把椅子，空地儿只能站两
个人。店主也是貌不惊人——
老头叫夏志国，59 岁，拄着一
根拐杖，多数时间坐在椅子
上。老伴叫陈玉珍，57 岁，戴
着一顶毛线帽，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年轻得多。因为老夏腿脚
不好，拿货取货的活儿多半是
陈玉珍的。

别看店小人老，生意却特别
好，总有人进来买东西。记者问
一位买货的女士为什么来老夏
家买货，她说：“以前就来他们家
买，后来知道他们两口子的善举
后，就更愿意来他们家买东西
了，支持老夏就等于间接支持慈
善事业了。”

老夏早年患有牛皮癣，4年
前又添了个股骨头坏死的毛
病。虽然腿脚不太利索，但老
夏反应很敏捷，看起来很精
明。老夏告诉记者，店里因为
面积小摆不了多少东西，但他
的货多，好多都放在仓库里了，
有人买就去取，有些文具只有
他们家有，有时别的文具店进
货都上他们家进。一是品种
全，二是价格低，他走的是薄利
多销的路线，以量取胜，有的铅

笔一根才挣一厘
钱，所以上他家买
文具的人特别多。

老 夏 告 诉 记
者，这个小店是他
父亲1983年开的，
最初是父亲和他爱
人打理，那时他在
长春市 56 中学教
体育。后来父亲去
世了，他则因为身
患牛皮癣离开学
校，接过了父亲这
摊生意。到 1993
年，这条街上的人
就管他叫“夏百万”
了。

老 夏“ 不 差
钱”，但他和老伴现
在共用一部小灵通
手机。陈玉珍说，
老夏出外进货手机
不带，打电话就用
客户的。虽然老夏
腿脚不好，但从不打车，都是坐
公交车。二人的穿着也是普通
得不能再普通了。

在生活上两位老人过得非
常简朴，但在慈善事业上，他们
却异常大方。1998年，夏志国和
陈玉珍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
下看到了希望工程的宣传海报，
上面那双黑色而充满企盼的“大
眼睛”令二人的心不禁怦然一
动。回想他们的童年，两个人当
晚就商量要为希望工程做点什
么。“现在我都不记得那是什么

单位了，只记得是有关慈善的。
推门我就进去了，当时就有人问
我有什么事，我说要捐3小货车
文具。”随后，夏志国就把那个单
位的负责人带到了他家的仓
库。装车的时候，陈玉珍站在小
货车的斗里，夏志国和几个工作
人员负责搬运，他从仓库内一箱
箱地往出搬本、钢笔、铅笔、橡
皮。一上午过后，3辆小货车都
装得满满的，一个箱子紧挨着一
个箱子，等陈玉珍跳下车后才注
意到，小货车的车胎都快被货物

压瘪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捐助，也

是最多的一次，直到现在，我们
也没算过那些文具值多少钱，但
同行们都说，每辆车的货最少得
值5万元。”夏志国说。

从1998年开始，夏志国和
陈玉珍每年都会选择新学期开
学及“六一”儿童节时去小学校
捐文具，这一坚持就是 14年。
他们走进了30多所村小学，为
8000 多名小学生送去文体用
品，总捐助财物金额近60万元。

老夏说，3月1
日他刚去过长春市
绿园区哈达小学。

“本来我们准备的
是给220个孩子每
人15样文具，结果
他们学校才 20 个
孩子，校长激动得
都说不出话来了。”
老夏说：“每送一
次，我们都保证每
名孩子的手上至少
有 10 样新用品。
有些用品我这里没
有，比如足球、篮
球、书包啥的，我就
让我爱人和孩子去
买。”

张铁舰是榆树
市土桥镇十四户中
心小学5年1班的
学生，她告诉记者：

“爷爷奶奶给我的
东西，都一年了一

半还没用完呢！我估计，到我小
学毕业这些东西可能都用不完，
我要是用不完，就给其他学生。”

“这么多年了，我们啥也不
图，只要能解决孩子的文具问
题，我们就满足了。”夏志国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唯一留
下的，就是一本名册。夏志国
和陈玉珍翻开了一本红色名
册，名册长约5米，上面记载着
八道街小学、四家中心校、劝农
中心校、九台市九郊乡小河沿
子村小学、九台市营城第二中

学、九台市西营城镇烧锅小学、
德惠市五台乡新胜小学、农安
伏龙泉镇中心、九台市西营城
镇大榆树小学、榆树弓棚子中
心小学、双阳双山小学、榆树弓
棚子十三村小学、榆树先锋乡
忠善小学、双阳区双鹰小学、二
道光辉小学、榆树市秀水镇治
江学校、同心小学、太安小学、
泉眼中心校、农安伏龙泉镇中
心校、九台市西营城镇大榆树
小学、榆树弓棚子中心小学等
学校孩子的签名。名册第一页
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祝福，“夏
爷爷，您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将
铭刻在心，我们也会像您一样，
把关心、帮助他人作为生活中
最大的快乐”。

老夏说，这个名册是 2005
年才搞的，在这以前没搞过签
名，后来，天冷时也没整。“我们
就想等老了，走不动了，没事看
看这本签名册，想想孩子们的笑
脸，我们就知足了。”

在夫妻二人经营的门市对
面，一家姓周的店主讲，他们到
这里做生意8年了，刚到的时候，
曾听别人说过夏家夫妻的慈善
事，后来他也经常看到夫妻俩献
爱心。

“有时候，我们还帮着去搬
呢，那些可都是新的货物，有的
还是我们店里没有的。”周店主
说，他很敬佩夏家夫妻俩。现
在夏家夫妻是他们这条街的榜
样，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慈
善夫妻”。

慈 善 夫 妻
卢彦东 本报记者 姜景远

在慈善道路上行走了14年、捐献财物60万元的“慈善夫妻”。
姜景远 摄

本报讯（记者李娜）每年3月份的
第二个星期四为“世界肾脏日”，今年
的主题为“捐献肾脏，延续生命”。3
月6日，由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
办，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承办，以“捐献
肾脏，延续生命”为主题的2012年“世
界肾脏日”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长
春市各大医院泌尿系统科室的医生
和近500名肾病患者参加了活动。

“我儿子今年35岁，正值人生壮
年，但患了尿毒症后全依靠透析维持
生命，医生说这也不是长久的解决办
法。接触的尿毒症患者多了，才知道
有太多的患者在等待进行肾移植手
术，可肾源却寥寥无几。如果再等不
来，即使年纪再大只要允许，我和老伴
就准备给儿子捐个肾了。我们希望通
过活动和社会的宣传，让大家了解器
官捐赠的生命意义，给那些需要器官
移植患者带来继续生存的机会。”这是
在世界肾病日活动现场一位肾病患者
的母亲王淑琴的真心话。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作政府工作
报告时称，我国将全面推开尿毒症等
8类大病保障，将肺癌等12类大病纳
入保障和救助试点范围。这充分体
现了党和政府对尿毒症等疾病患者
的关怀，另一方面也说明尿毒症等疾
病正侵害着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吉
大二院副院长、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主任委员苗里宁介绍说：“在我国，
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高，大约每10人
就有一人患有慢性肾脏病，全国约1亿人患慢性肾脏病，而一
旦发展成尿毒症，就需要靠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肾移植来维
持生命。目前，治疗尿毒症的最佳方法是肾移植，我国每年只
有肾移植手术5000余台，限制肾移植广泛开展的最主要原因
是器官的严重短缺。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将成为最主要的器
官来源，因此，今年世界肾脏日的主题为‘捐献肾脏，延续生
命’。希望我们国家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器官捐献的意义，为
社会作最后的贡献，让生命在另一个人身上延续。”

我省肾病日的宣传活动以中心城市为单位，统一组
织，集中宣传肾脏捐献的重要意义，以缓解目前我国器官
来源短缺的突出矛盾，为更多晚期肾功能衰竭患者提供生
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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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白城市
公安局在全市范围
内组织开展打击非
法集资犯罪专项行
动。民警走上街头，
向广大市民发放宣
传单，提醒市民不要
落入非法集资的陷
阱。

李秀峰 摄

本报讯（郎春红）为推进居
家养老活动，近日，延吉市北山
街道举办“无墙养老”培训班，
来自11个社区的百余名工作
者参加了培训。

“无墙养老”，指在非正规
养老院里（即社区），让一些需
要照顾的老人享受到养老院的

待遇和服务。培训班上，州老
年协会会长根据我国提前进入
老龄化的国情，就怎样为全社
会老人服务做了详尽讲述。“无
墙养老”的重点：一是以居家养
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
构养老为支撑，着眼老年人实
际，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

求。二是建立养老体系，确立
家政服务项目，让老年人享受
到与正式养老机构一样的待
遇。三是确定服务对象、服务
项目、服务范围，建立服务记录
和档案，实行无偿服务和低偿
服务，让有困难的老人受到社
会的关注，得到更多的关爱。

延吉市北山街道举办培训班

“无墙养老”走进社区

本报讯（郑志军 王吉）连
日来，吉林市永强大众浴池搓
澡工卢树立热心帮助山东打工
者的事被附近居民传为佳话。

去年腊月二十八，建筑工
地上的活儿结束后，老家在山
东的张师傅住进了永强大众浴
池。为了给儿子攒结婚用的
钱，张师傅把一年所赚的钱都
汇给了儿子，手头仅留下200

多元钱。他想着在浴池住七八
天也就够了，过了年再到工地
去干活。可万万没有想到，年
后天气持续降温，工地无法开
工。在这家浴池搓澡的卢树立
师傅看出了老张的焦虑，便经
常把家里的好吃的拿来与张师
傅分享。张师傅出去找零活
时，卢师傅就悄悄往他兜里塞
十几元钱，让他赶不回来吃饭

时，在外边买点吃的。
前些天，张师傅突然发起

高烧来，上吐下泻，这可把卢树
立忙坏了，他中午饭都来不及
吃就跑到药店给张师傅买药，
晚上还搀扶着张师傅去医院打
吊瓶。在卢树立的精心照顾
下，张师傅的病很快好了，张师
傅逢人就说：“多亏老卢了，吉
林人真是太有爱心了！”

江城搓澡工 温暖山东人

“路灯终于安上了，晚上出门有亮
了，心里踏实多了，真要感谢民警小
于！”日前，辽源市先锋街4委1组居民
齐大爷乐呵呵地说。为啥要感谢民
警？原来，这盏路灯是民警于波自费给
社区居民安装的。

记者在这个辖区看到，新安装的
路灯所在路段是一条幽静崎岖的十字
胡同，附近居民介绍说，原来这里没有
路灯，路面崎岖不平，有上夜班的人冬
天经常在这里滑倒，夏天周围的草长

得十分茂盛，达到1米多高，存在安全
隐患……

说起自费给居民安路灯这件事，民
警于波说，他是在之前的走访中了解到
这个情况的，先锋街4委1组到16组、
先锋街6委2组到5组这两个地方地形
复杂，地处矿务局西安矿二区采煤区接
合部，在规划上看属于动迁区域，再加
上这里流动人口很多，不好管理，环境
复杂，整个区域残留路灯全部损坏无人
维修，前几年，盗、抢案时有发生，导致
夜间居民因为没有路灯照明不敢轻易
出门，附近群众都没有安全感。“要是跟

相关部门反映，还得实地调研、等待批
复，可能还得一段时间，早一天把路灯
安上，老百姓的心里早点亮堂。”发现问
题后，于波干脆自掏腰包，组织人员在
先锋4委1组齐友山家门前安装了一
盏路灯。

“前几年因为没有路灯，走夜路经
常被吓着，晚上都不敢出门。”住在这个
辖区的瞿女士说起以前的情况仿佛还
心有余悸，“这回路灯安上了，我们晚上
就敢出门了！”

“有8年了，这路灯就没亮过，晚上
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走路，胆小的
人天黑了就不敢出门。这回新路灯安
上了，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温
暖，人民警察点亮了俺们老百姓的心灯
啊！”齐大爷激动地说。

据了解，于波安了新路灯，使得周
围近1000名社区居民受益。“安装一盏
路灯虽然是件小事，但却能解决居民夜
间出行难的问题，自己掏腰包也值。”对
于下一步工作开展，于波说：“这只是开
始，接下来我打算再安4-5盏路灯，让
辖区居民夜间出行更放心。”

点亮“心灯”
本报记者 苗玲玲

本报讯（刘弋滢 张清芝）3月5日，集安市黎明街道在市
商业大楼门前开展了便民服务。黎明街道团工委工作人员及
所辖社区团干部与天马网络公司工作人员合作，向在场的群
众讲解电脑维护方面的知识及一些常见故障处理办法。

在场群众对电脑方面的知识十分感兴趣，并向工作人员
咨询了很多在使用电脑时遇到的软件、硬件方面问题，对此，
工作人员都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表示，雷锋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应
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新的形式不断展现，让雷
锋精神常在常新。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小事中一点一滴地
践行雷锋精神，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雷锋精神发扬光大。

集安黎明街道开展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