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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驾驶员”、“双优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哥
中的活雷锋”……渠县出租车司机黄光前在平凡的
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前不久，一位乘客从东大街上车到县车队下
车，下车时忘记了放在后备箱里的行李。第二天黄
光前送客人去岩峰镇，路上遇到有人发传单寻找失
物，他回想起好像是昨天拉的乘客，这才打开后备
箱看见了行李。按照传单上的电话号码，黄光前很
快联系到了失主，主动把行李送到失主家里。类似
这样的事情隔三差五就会发生几次，“丢了东西谁
心里都不好受，捡到财物物归原主那是理所应当
的。”黄光前如是说。虽说工作很累，但心里却很快
乐。在黄光前看来，“让乘客满意不难，很多时候就
是多说一句话，多搭一把手的事情，只要是真心为
乘客，就能想得周到，做得自然”。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平凡的工作中普普通通
地做事，用真情构建和谐，用诚信打造文明，用温情
感染乘客，同样能实现自己的追求与价值。车净、人
和、不绕路、不甩客、不宰客、不拒载，10多年来，黄
光前驾驶出租车安全行驶超过一百万公里，他和他
的同行们用真诚让渠县的哥的姐美名远扬，用文明
让出租车成为宣传展示渠县的窗口和名片。

□本报记者 罗丹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讯 6月9日，记者从市文化馆获悉，经四
川省文化厅、四川省社会艺术水平委员会批准，达
州市2014年四川省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目前正
式启动。

从6月15日起开始报名，美术书法类7月20日
结束报名，7月27日考试；音乐舞蹈类7月25日结
束报名，8月1日至
4日考试。市本级
考生请到达州市文
化馆报名，其余各
培训学校考生请到
所属县（市、区）文
化馆报名。

（邱娟 本报
记者 邱霞）

黄光前：
平凡岗位一样是风景

达州市2014年社会
艺术水平考级启动
6月15日起开始报名

为父治病还债
外出打工挣钱

对于家住达川区河市镇金
马村的28岁小伙胡波来说，人
生似乎总是充满了不幸：多年
前，其父亲被查出患有白血病。
为给父亲治病，他只得前往广东
打工挣钱，留下50多岁的母亲
罗文琼在家照料。然而时隔不
久，胡波就不时感到头痛难忍，
视力模糊。2012年5月，在外打
工的胡波因实在难以坚持只得
回到家中。在母亲的劝说下，到
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脑中长
了一个肿瘤，压迫神经致使视力
模糊，必须尽快治疗。

胡波生病使这个原本贫困的
家庭雪上加霜。一方面，父亲的病
急需治疗；另一方面，胡波的脑瘤

又要尽快手术。但由于在为父亲
治病过程中，已经是到处举债，整
个家庭几乎陷入绝望之中。

医疗费难倒一家子
众网友纷纷伸援手

“一听到他长了个脑瘤，我
感到天都塌下来了。”胡波的母
亲罗文琼禁不住哭泣起来，“两
次到医院去检查，以为听错了，
后来又到重庆的一家大医院检
查，要求尽快治病，费用要20万
左右。”

“当我得知他们的家庭情况
后，先后两次前去看望。”热心的

“小英子”向记者介绍，“当时他
们家除了两间破旧的砖瓦房，真
是家徒四壁了。”为了给胡波及
家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小
英子”等网友先后两次组织捐

款。“数目都不大，仅万余元。”她
说，“这远远不够治病。”

为了更大范围地募集善款，
“小英子”、“月色”等网友又一起
向他们所在的爱心群发出“募捐
令”，同时借助媒体向众商家发起
邀请赞助义卖。“能帮一把就帮一
把。”“小英子”表示。

爱心传递真情
募捐2.7万元

爱心点燃希望，捐献传递真
情。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达城
的众多商家在中心广场搭起了
凉棚。“我们所卖的款项都将全
部投入到捐款箱。”在文具摊点
旁，正在义卖的雷星告诉记者，

“希望我们的活动能给他以生的
希望。”而一些商家还为胡波送
来了大米等生活必需品。

10元、20元、100元……在
捐款现场，只见众多市民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一位在广场卖热气
球的大姐在经过活动现场时，也
从身上掏出仅有的10元钱投到
捐款箱。临近中午12时，一位提
着编织袋的大妈来到活动现场，
向捐款箱内投进了6.5元。“这是
我刚才捡塑料瓶子卖的钱。”她
解释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有
一些是网友今天不能到现场让
我带来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网友拿出一大叠百元钞票投
向捐款箱。

截至当日下午5时，整个活
动共募集捐款27589.4元。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为贫困重病患者筹集“救命钱”，热心网友发起募捐活动——

达城中心广场上演“爱心接力”

6月8日，由“小英子”（网名）组织发起的为脑瘤患
者胡波爱心捐款接力活动，在达城中心广场不仅吸引
了众多商家现场义卖，还引起了众多网民和市民朋友
的响应。当天，共募得捐款27589.4元。

城
市
专
稿

本报讯 位于达川区华蜀南
路的达川中学是达川区高考文科
考点，6月7日、8日，百多辆“高考
爱心直通车”云集华蜀南路，在交
警的指挥下有序运送高考考生。

为方便“高考爱心直通车”为
高考考生提供服务，拥有八车道

的华蜀南路，被交警双向各划出
两条车道共四条车道，设置了“考
生接送专用停车位”，供“高考爱
心直通车”停放，由爱心的士、私
人车辆和企业车辆组成的爱心车
队整整齐齐地停放在此。

（杨华）

本报讯 6月9日，记者从市
交警支队直属一、二大队了解到，
高考期间共接到约10起考生求
助事件，大多是因忘带身份证、准
考证、眼镜等。接到求助信息后，
交警组织专用警车护送，为了不
耽误考生考试，开通了“绿色通
道”，顺利将相关证件及物品送至

考生手中。
据统计，高考期间，全市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共出动警力1105
人次，警车334台次，组织投入高
考爱心直通车260余辆，设置临
时禁鸣、禁停标志50多块，接送
考生47人次，接受群众求助74
起。 （本报记者 刘欢）

2014年6月7日、8日，在大竹县高考考区，考试秩序井然，
考试过程平稳。全县4个考点、211个考场、6384名参考考生，无
一例作弊现象发生，无一例高考事件投诉，无一例学生安全事
故，真正实现了“阳光高考”、“和谐高考”、“平安高考”。图为大
竹职中考点监考员手持金属探测器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王晓林 摄）

本报讯 6月7日、8日，是
全国普通高考的时间，为了确保
万源市第三中学高考考生和参与
高考监考、服务的教师安全、准
时、顺利抵达万源中学考场，万源
市的哥张立均再次联合组织了全
市74辆出租车，组成了万源市

“领跑幸福�爱心送考”公益活动
车队，免费接送高考考生和参与
高考监考、服务的教师，万源交警
全程护航高考。

据悉，今年已是的哥张立均
第三年组织爱心送考车队了。5
月中旬，张立均就开始多次和万
源市第三中学联系研究，制定了
详细的时间安排、应急预案。万源

市交警大队出动了大量警力，为
送考活动全程开道护航。6月7日
早上7:00，70多辆清洗一新，系
着粉红丝带，贴着鲜红“领跑幸
福�爱心送考”标志的出租车在万
源市第三中学门前排成一条长
龙，在万源交警的统一指挥下，免
费服务高考。从万源市第三中学
到万源中学考点，有3000多米的
车程，万源市第三中学今年有
1300多名考生赴万源中学考点
参考，没有1名考生因延误时间
影响考试。两天下来，的哥们平均
接送考生30多次，形成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魏宗孝 本报记者
桂爽 谢艳）

达州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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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市国土告字［2014］10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竞买人报名参加本次拍卖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时，除应
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交纳保证
金外，还应提供竞买保证金不属于
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
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融机构资信
证明。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出让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政府设
有底价。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2014年6月10日至2014
年6月30日17时，到达州市土地矿

权交易中心（达州市通川区北翎路
3号）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4年6月10
日至2014年6月30日17时到达州
市通川区北翎路3号向我局提交书
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17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将在2014年7月1日17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会定于2014年7月2日10时在
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金兰路永祥街68
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厅举行。

七、其它需要公告事项
1、我局对有意竞买者提供到

现场踏勘的一切方便条件，竞买者
也可以自行踏勘现场；

2、凡参加竞买者必须有一次
或一次以上的报价，报价规则详见
拍卖出让文件；

3、本次拍卖出让不接受邮寄
竞买申请；

4、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
件。

八、出让人、受理单位及联系
方式

出让人：达州市国土资源局
竞买受理单位：达州市土地矿

权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

区北翎路3号
联系人：廖顶宣
电话：0818—2377534 2385064
网址：http://www.sclr.gov.cn
http://www.dzsgt.gov.cn

2014年6月10日

经达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达州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莲花湖片区ⅢE6-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Ⅲ

原达州市渠县清溪场镇中
心卫生院职工刘文武、周秀梅
二位同志，现限你们于2014年
6月15日前回单位报到上班，

逾期未归，我院将按人事制度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特此通知
渠县清溪场镇中心卫生院 2014年6月10日

通知

达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监测单位：达州市环境监测站

2014年6月8日空气质量轻度污
染，空气质量指数102，超标污染物
PM2.5，健康影响指数略感不适。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2014
高 考 花 絮

高考期间“马大哈”不少

万源的哥交警护航高考

“爱心直通车”云集华蜀南路

本报讯 近日，一段视频图像在
达州市中心医院员工QQ群中传播。

该图像记录的是5月5日中午，
达州开往成都的D5183次动车刚驶
出车站不久，8号车厢一位年轻的妈
妈却万分焦急，原来怀中哭闹不已刚
满一岁的孩子高烧39度，一筹莫展的
妈妈在旁人的提醒下通过广播向动车
上的乘客求助。在4号车厢上的达州
市中心医院儿科护士长廖永生闻讯
后，立即赶往8号车厢。廖永生在简单
询问了孩子的基本情况后，马上进行
专业处理：按照小孩体重服用适量退
烧药，用温热水擦身辅之物理降温，并
交代相关的注意事项。廖永生还陪护
着孩子，并安慰孩子妈妈不要着急。通
过精心呵护，孩子的体温逐步趋于正
常，平安到达了成都。

该情景刚好被同一车厢的乘客拍
了下来，发送到网络上，大家为此而感
动，就此传递开来。 （王标）

感人视频传递正能量——

动车上救治患病婴儿

本报讯 5月29日，市惠民帮扶
中心负责人一行来到通川区青宁乡，
对冯大英等9名困难群众进行上门帮
扶，送去帮扶资金11800元，并将代
办的《残疾人证》送到3名重度残疾人
手中。

据了解，通川区青宁乡经济发展
滞后，加之近年来自然灾害较多，困难
群体较大，贫困程度较重。市惠民帮扶
中心在这之前的调研和入户调查中发
现，一些群众因病致贫，生产生活十分
困难；还有人因病瘫痪在床，无法办理
《残疾人证》，导致无法享受国家有关
补贴政策。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帮扶
中心工作人员立即现场受理群众申
请，并为瘫痪在床的困难群众代办《残
疾人证》。随后，中心根据青宁乡9户
困难群众的实际情况，召开专题研究
会，决定分类依档分别给予500至
2000元不等的应急帮扶，并为3名重
度残疾群众代办了《残疾人证》。

（赵刚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摄影报道）

惠民帮扶中心
上门帮扶

百姓大舞台
达州市文化馆
达州日报社

主
办

（紧接第一版）北与达宣快
速通道入口相连，全长
4.21千米、宽32米，双向
6车道。东西干道西达州
河，东接犀牛山风景区。

据了解，截至目前，
西南职教园区南北干道、
东西干道正按计划施工，
今年底前南北干道 A1、
A2和 B1标段将竣工通
车。安置房一期工程7月
将结束场平工程后进行主
体施工，年底前46栋房屋
主体工程将全面封顶。先
期入驻园区的达州职业技
术学院新校区场平工程已
全面施工，达州职业技术
学院（南区）主体工程年
底前将完成50%。园区规
划暂入驻高、中职院校11
所，可容纳学生4.2万人。

根据规划，西南职教园
区位于北外镇韩家坝，西邻
州河，东抵犀牛山山脚，南
接张家坝新区，北通徐家
坝 ，占 地 5000亩 ，其 中
3000亩建设职教园区，
2000亩用于建设创业见习
园区，总投资超过30亿元。

园区在规划中着眼于
城市及片区的长远发展，

制定了“一核、双轴、两
片、三心、八廊、十组
团”的“山——水——林
——园”相融的规划格
局。所谓一核就是指规划
区中部保留的山体及水系
构成的复合生态核心；双
轴分别是指呈十字交汇的
东西与南北方向的两条园
区干道；两片是指园区东
西向干道分隔的两大主体
功能片区，道路北侧为职
教功能集聚区，道路南侧
为产业功能聚集区；三心
是指沿南北向主干路布局
的三个商业/商务中心构成
的园区公共服务节点；八
廊是指从生态核心向外延
伸出来的四条水系和四条
山脉所构成“生态走廊”；
十组团分别是指规划区内
的十个单一功能组团。

根据功能分工，园区
分为实用科技孵化区、试
验实习工厂区、公共服务
平台区三大功能区域，构
成产业前端、中端和末
端，实现科技孵化（项目
孵化、企业孵化）、实用技
术成果实验、学生实习、
公共服务平台等功能，使

职教园区成为职教资源聚
集的洼地，校企合作的载
体，产学研结合的平台，
社会服务的示范窗口。

实用科技孵化区主要
提供中小型实用科技项目
孵化服务，依托高校研发
团队在创新创业教育、咨
询服务、培训以及技术研
究与开发等方面的优势，
为骨干企业的发展提供先
进理念、技术和服务支
持。试验实习工厂区，主
要采取校企深度合作等形
式，引进企业建设实训基
地或让企业直接把部分车
间建在园区，使试验实习
工厂区既成为企业的生产
车间，又发挥好学校实训
基地作用。公共服务平台
区则包括职业培训服务
部、技能鉴定中心和生活
服务设施三部分，主要承
担各种短期培训，包括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下岗
职工再就业培训、企业职
工的能力素质提高培训及
转岗培训等。

（刘昌建 王先刚
本报记者 罗丹 谢艳
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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