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妇联等8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部署今年“六一”活动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日前，全国妇联、中
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民政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
8部门下发《关于庆祝2019年“六一”国际儿童节
的联合通知》，对今年的“六一”活动作出具体部署。

通知要求，组织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
传教育活动，在少年儿童中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主旋律，让广大少年儿童共享祖国的荣光、感受生
活的美好；着眼培养时代新人，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
符合少年儿童身心特点的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家长
树立正确育人观、成才观，使孩子成为好家风的传承
者、践行者，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齐
抓共管，优化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
倡扬儿童优先、尊重儿童、保护儿童的良好风尚；重
点关注贫困地区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困
境儿童等特殊群体，为他们多办好事实事。

各地、各部门将在少年儿童中广泛开展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宣传教育活
动。全国妇联将继续深化“书香飘万家”全国家庭亲
子阅读系列活动，并举办“喜迎六一 祝福祖国”向新
中国70周年华诞献礼主题活动。中央文明办将深
入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将深入开展“争做新时代好
队员”主题实践活动。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家校协同，让孩子健康成长”全国家庭教育主题宣
传活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
联、中国关工委等部门将继续深化“新时代好少年”
学习宣传。文化和旅游部将广泛动员各类公共文
化机构组织开展面向未成年人的文化活动。民政
部将推动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实施《健康儿童
行动计划（2018-2020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将指导全国广播电视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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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口美兰代代香定安娘餐馆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1567077，声明作废。

声 明
三亚夏日百货一楼艾特九牛餐厅
将于2019年6月25日正式撤柜，
请本店充值卡尚有余额的顾客于
2019年6月25日前至本店内办理
余额退款手续，逾期请联系王女士
进行余额退款或前往清水湾店进
行消费，联系电话：13364552132
特此声明。

三亚夏日百货艾特九牛餐厅
201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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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高新区狮子岭标准厂房出租
2000m28.8米高厂房有配套办公楼 甘
生13876817658黄生18689578933

▲乐东万冲李燕芳菜摊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69033MA5RM79H6C，

现声明作废。

▲黄卓敏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发票联、注册联、报税联），发票

代码：146001820406，发票号码：

00409752,特此声明。

▲海南艺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

车牌号为：琼A6510学，道路运输

证号：460100068456，声明作废。

▲徐艺菲遗失坐落于海南省海口

市滨海新村491号省外贸（集团）

公司宿舍第2幢第6层603房的土

地证，土地分证号：FG009134，声

明作废。

▲黄卓敏遗失机动车合格证，合格

证编号：WAB041976003326,车

辆 识 别 代 号/车 架 号 ：

LFV3B25N7K7003326, 特 此 声

明。

▲海南玖祥矿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艺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

车牌号为：琼A7366学，道路运输

证号：460100068477，声明作废。

▲海南艺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

车牌号为：琼A6569学，道路运输

证号：460100068439，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市场建设服务中

心红旗市场遗失营业执照副本，证

号:（分）460100000097653，声明

作废。

孔班佑，孔祥诗、孔玉宝、孔班明向我局申请补发不动产权证书

业务。该宗地位于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长德村委会美新村，面积为

411.68平方米，经调查，孔班佑、孔祥诗、孔玉宝、孔班明四人共同持

有的海口市集用（2011）第036814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

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土地证，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

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秀英分局提出书面

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孔班佑、孔祥诗、孔玉宝，孔班明补

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资规〔2019〕2032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7日

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心清理往来款项的公告
根据海关机构改革资产划转工作的要求，原海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机关服务中心的资产已划归海口海关后勤管理中心。现
发出清理公告，请以下在原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关服务中心
缴纳押金的企业及个人，自本公告刊登次日起7日内到海口海关
后勤管理中心办理申请退付手续，逾期未办理，我们视为自动放
弃，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8516878，68516785。
2019年5月25日

企业及个人信息表

序号
1
2
3

企业
海南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鼎顶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药谷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序号
1
2
3
4

个人
周英华
官松飞
翁应清
石定品

广告

1959年3月至1965年10月，张
富清任来凤县三胡区副区长，分管财
贸工作。

三胡区是来凤县最穷的地方，
当时有着“穷三胡富卯洞”的说
法。卯洞公社因为有码头，有船
厂、林场等社办企业，相对富裕，县
里修电站都要找卯洞借钱。与之
相反，三胡区贫穷落后，粮食生产
严重短缺。分管财贸的张富清，工
作任务格外繁重。

1960年初夏，不到20天的时间
里，陕西汉中老家连续给张富清发了
两封电报，一次是因为母亲病危，一
次是因为母亲过世。

张富清的父亲1932年病故，当
时他才8岁。艰难困苦，母亲两个
字在他心里分量太重了，能不回去
见她最后一面吗？能不回去处理她
的后事吗？

那段时间，他正在主持三胡区一
项重要的培训。考虑再三，张富清最

终没有回去。自此，阴阳永隔，再也
见不到母亲，听不到她的叮嘱。

母亲去世后20多年，他离休后，
才得以再次踏上故土，祭拜母亲。

“由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繁重
脱不开身，路太远，钱也不足，我想
我不能给组织找麻烦，干好工作就
是对亲人们的最好报答。自古忠孝
难两全。”多年之后，张富清在笔记
本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解释了当
初的选择。

“我不能考虑家事和私事，任何
时间我都要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我
要做的事符不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
符合的我就做，不符合的我就坚决不
做。”他说。

但无疑，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
在2016年5月13日的笔记中，他这
样写道：“每个人都会老去，缺席了陪
伴父母衰老的时光，等到想要弥补的
时候，也许剩下的只是永久的遗憾。
养老是每名子女不可推卸的责任和

义务。多抽点时间陪陪父母，和他们
一起慢慢地变老，把辛劳和孤独从他
们身边赶跑，把幸福的笑容长久地定
格在他们的脸上，让他们享受欢乐安
详的晚年。”

他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凡人。
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尽孝和工作之
间，他选择了后者。但是，母亲，是他
心里永远的痛啊！

（新华社武汉5月25日电 记者
谭元斌 张汨汨）

两封电报
——张富清的英雄人生之一

初心不改：
从甘祖昌到张富清

老英雄张富清的事迹让人不禁
想起另一位老英雄：甘祖昌。

甘祖昌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解放勋章，脑部负伤，功勋卓著；张
富清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
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头
部中弹，战功赫赫。

而且，他们来自同一支英雄的
部队——西北野战军。

甘祖昌功成身退，回乡务农，反
复向组织申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做贡献。”张富清深藏功名，淡
泊名利，退役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
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

不同的年代，相似的经历；不同
的环境，相同的追求；不同的英雄，
相同的初心。

几十年不变的是共同的赤子之
心。作为党员，永葆理想信念；作为
军人，对党绝对忠诚。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甘祖昌交待家人：“领了工资，
先交党费”，他始终坚持以普通党员
身份过组织生活。面对组织的召唤，
张富清说：“我应该坚决听党的话，不
能和党讲价钱。”

几十年不变的是共同的为民情
怀。回乡29年，甘祖昌和乡亲们一起
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红壤田，
把 70%的工资收入捐给家乡建设。
1955年转业后，张富清为了百姓脱
贫，同样是带领群众肩挑背扛、开山
修路，哪里最贫困往哪里跑得最勤。

几十年不变的是共同的简朴作
风。甘祖昌自己花钱在村里盖了一栋
普通民房，除了一张褪漆的老式桌子
和一把破旧的藤椅，最贵重的物品就
是一只装着勋章的铁盒。张富清住在
上世纪80年代分的老旧房子里，除了
一张磨损破皮的沙发、一个缺了角的
茶几和几个不成套的柜子，最珍贵的
家当就是一只装着荣誉证书的皮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不论岁月如何变
迁，坚定不移的信念、服务人民的初
心、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是我们战
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实现伟大
民族复兴的底气所依、优势所在，也
是无数个甘祖昌、张富清等一代代
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5 日电
记者李学勇）

年轻时，张富清备尝艰辛。十五
六岁，他到地主家做长工，后来家中
唯一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为
了全家维持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
了出来。他因身体瘦弱，被指派做打
扫、洗衣、做饭、喂马等杂役，饱受欺
凌，稍有不慎就遭到抽打，苦不堪言。

国民党部队被剿灭后，在领3块大
洋回家和参加革命队伍之间，他选择了
后者，成为西北野战军的一员。自此，
瘦弱的张富清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
壶梯山、东马村、永丰城等战斗中他担
当为大部队清障开路的突击队员，先
后炸掉敌人四个碉堡，立下赫赫战功。

这样一位战斗英雄，在退役转业
后却将过去的功绩深埋心底。漫长
的岁月里，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
情况外，他从未说起过这些战功。英
雄褪去光环，回归平凡，有苦自己咽，
有难自己扛，再苦再难，他也绝不躺
在功劳簿上。

若非国家开展的退役军人信息
登记发现老人的事迹，这一切或许将
永远尘封，不为外界所知晓。英雄无
言，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英雄无名，该
是多么大的遗憾。去年底，他的子女
们终于知道，原来父亲是一位战斗英

雄。此时，他的大儿子张建国已经退
休，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

当我们跟随张富清的小儿子张
健全来到老人居住了30多年的家中
时，昏暗的灯光、斑驳的墙壁、褪色的
家具……都在无声地讲述着老人的
人生故事。

在老人家中静默地逗留寻觅，我们
看到阳台上一排像战士一样整装待发
的绿植，看到写字台上做了很多记号
的书和字迹黝黑而略显凌乱的笔记，
看到角落里用了几十年的旧搪瓷缸。

卧室里一个带轮子的像鞋架一
样的架子，就是老人左腿截肢后行走
的支撑。2012年，老人左腿感染危
及生命被迫截肢，当时他已是88岁
高龄。我们无法想象，耄耋之年遭受
这样沉重的打击，老人该有多么强大
的内心才能逼迫自己重新站起来。
张富清的老伴儿孙玉兰说，他多次在
扶着墙练习站立时跌倒，残肢擦在墙
上和地上留下一条条血痕。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
是湖北省最偏远的一个县。1955
年，退役转业时，组织告诉已升为连
职干部的张富清，恩施地区条件艰
苦，急需干部支援。山水迢迢，他深
知这一去只怕再也回不了大城市。
虽然心里惦记着部队，又想离家近

些，他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带着爱人
来到了恩施。到恩施后，他再次响应
组织号召，奔赴来凤县。从此，两人
扎根异乡山区，一过便是一生。

从粮食局到三胡区、卯洞公社再
到外贸局、建设银行，在每一个岗位
上，张富清都兢兢业业，甘当螺丝钉。

这是怎样的一个英雄！当副区长，
他让自己的爱人下了岗；当革委会副
主任，他把自己的大儿子下放到林场。

他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
子女没有一个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单
位上班。

他艰苦朴素，对生活毫无所求。
房子，左邻右舍都装修一新，他家还是
30年前的老样子。衣服，袖口都烂了，
他还在穿，儿子买的新衣服被他叠得
整整齐齐放在箱子里。做眼部手术可
以全额报销他却选择最便宜的晶体。

他说：“没法再在工作岗位上为
国家做贡献了，能为国家节约一点是
一点。”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时时刻
刻装着组织，装着国家，却几乎没有
他自己。

一个宁静的下午，我们开始了和
老人面对面的交流。对话在一种肃
穆的氛围中开始——

“你打仗时为什么这么勇敢，不

怕死吗？”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

我入党时宣誓，为党、为人民，我可以
牺牲一切。我一直按我入党宣誓的
去做，对共产党有一个坚强的信念
……所以满脑壳都是要消灭敌人，要
完成任务，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所
以也就不怕死了……”

“88岁截肢后，当别人以为你站不
起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又站起来了？”

“不能工作了，我不能给国家增
加任何麻烦，也不能给家里增添很大
的包袱，我要他们好好工作，为党多
做点事情……”

“64年来，你立功的事情，你不
对单位讲，甚至也不对家人讲，孩子
们也是刚刚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
士，有几多（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
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
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比
起他们我有什么功劳啊……”

讲到这里，老人哽咽难言，泪水
溢满了眼眶。他的老伴儿掏出纸巾
给他擦拭眼角的泪水。他又想起了
那些死去的战友啊！此时，记者也忍
不住流泪。

（新华社武汉5月25日电 记者
谭元斌）

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忍不住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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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小学生在志愿者指导下制作陶艺
作品。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5月25日，青少年参加机器人技能比赛。
当日，第十九届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

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举行，来自全市160所学
校的652名青少年参赛，共同角逐FLL机器人工
程挑战赛、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等五个项目的
冠军。 新华社发（刘东岳 摄）

青少年比拼机器人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