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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环卫工正在市区北新街路段清扫落叶。从11月6
日开始，商州区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出动500多名环卫工
人，对商鞅大道、江滨大道、工农路等重点路段加大清扫力度，并安
排了20辆垃圾收集车和3辆垃圾压缩车，提高落叶清扫效率，确保
城区道路畅通、市容环境整洁。 （记者 方 方 摄）

我叫朱海斌，男，1982 年 9月 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为
612501198209068213，住在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夜村社区六号楼101室。

我叫李红俊，男，1973 年 5月 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为
612521197305097875，住在商洛市商州区夜村镇于塬村五组。

我叫于信，男，1982 年 5 月 6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为
612501198205067897，住在商洛市商住区夜村镇于塬村三组。

我们三人于2021年8月15日在商州区夜村镇青棉沟七组用电网
非法猎杀野猪，被商州区人民法院判决构成违反非法猎杀野生动物罪，
破坏公共利益罪，为此我们三人通过媒体对自己的行为向全社会公开
道歉，请求各级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予以谅解，今后我们三人吸取教训，
改过自新，以诚实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道歉人：朱海斌 李红俊 于信
2021年11月10日

公开道歉书
25岁1.8米俊男,体型适中健康,家住商州城区

自有婚房,本科毕业校招至大型企业,工作顺心稳

定,处事大方无任何不良嗜好。

觅学识、相貌身高相宜,处事得体偏瘦,无病史,

无污点,正派的22岁左右诚实纯洁淑女为伴。

由于是以结婚为目的将同为一家人,故女方如

有一切困难皆可全力资助,为确保女方隐私,有意者

请家长先行联系。

联系电话:18691440993

征 婚

商洛市金凤新区建设项目是我市确定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土地征收工作已全面完成，为保障项目建设快速推进，
经研究决定，在2021年11月18日前对金鸡塬西塬东至沟槽未征地界畔以西，西至郭村地界以东，环城北路以南至村庄；金鸡
塬东塬水泥路东至307省道坡脚，西至东塬水泥路以东，南至村庄界畔，北至张坡未征地界畔范围内的坟墓向付村新建公墓
安置点迁移，请征收范围内坟墓所有人务必于2021年11月12日前到城关办事处张坡社区、窑头社区确认登记，逾期按无主
坟对待或视为自动放弃。

金鸡塬西塬范围内联系人：张先生 18991417111
董先生 13509141356

确认登记地点：张坡社区
金鸡塬东塬水泥路东范围内联系人：
吴先生 18109143658
崔先生 18992469969
确认登记地点：窑头社区

商洛市金凤新区征地拆迁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1月4日

公 告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能带动更多
人投身公益，汇聚起来的火光便会温暖更
多人。”这是山阳县财政局色河铺财政所
职工钟建刚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热
心公益，6年来，与志愿者队伍活跃在大街
小巷，以实际行动为一个个困难家庭送去
希望和温暖……

抢救生命不留名

2018年7月16日中午，钟建刚开车从
色河铺财政所回山阳县城，在西河路见一
位老人倒在路中间，此时，高温难耐，路上
人来车往，非常危险。见状，他立马停车，
赶上前去，只见老人躺在路上，浑身抽搐，
鼻翼及脸颊有血迹。他来不及多想，把老
人抱上自己的车，迅速向县医院驶去。

老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是昏迷状
态，钟建刚配合医生给老人做了全面检
查。当老人输上液，医院联系到老人家
属时，钟建刚这才松了一口气，悄悄地
离开了医院。

事后，老人的女儿多方打听，才找到
钟建刚，送钱、送土特产，钟建刚都不收。
于是，老人的女儿只好给他写了一封感谢
信，送了一面锦旗。老人出院后，钟建刚
还带上牛奶、香蕉去家里探望。

事后，钟建刚的朋友问他，如果人家
赖上你怎么办？他笑着说，当时没有多
想，如果不及时抢救，老人真的很危险，无
论如何，生命是最重要的。

济困帮穷不停步

“人要有善心爱心，能为别人多做点好
事，就能多收获一份快乐，社会就多一份和
谐。”钟建刚经常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2017年，钟建
刚配合板岩镇政府成立了扶贫济困协会，
每年给村里的10户特困户发放资金3000
元。钟建刚的家里也不富裕，他每月却拿
出1000元献爱心，利用休息日，与山阳县
志愿者一起为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送学
习用品，慰问退伍老兵等。

延坪镇铁炉村徐雪莲今年68岁，与
瘫痪36年的女儿相依为命，钟建刚走进
她家时，见老人床上被褥脏乱单薄，于是
专门上街为老人买了棉被、米、面、油等生
活物品。临走之际，老人拉着他的手久久
不愿放开。

智障儿童李某，家庭贫困，父亲早年在
矿上打工时受伤，母亲是哑巴。以前，钟建
刚每次去看望孩子时，孩子都躲在家里不
敢见人。于是，钟建刚就经常跟志愿者一
起，带着零食、文具、衣服等去看望他，久而
久之，他与孩子的距离拉近了。再去时，孩
子总是拉着他的手，异常开心，离开时，孩
子总是望着他的背影，依依不舍。

践行公益不停歇

“钟建刚，话不多，是个热心人，只要
有公益活动，他都会参加。”这是钟建刚留
给周围人的印象。

山阳县志愿者协会会长王力说，2017
年，他筹备一次资助患病儿童活动，记住

了钟建刚这个名字。“那次是救助一个患
重病的小女孩，钟建刚捐助了1000元，这
对个人来说，不是个小数字，所以我记忆
很深刻。”这以后，只要协会组织的公益活
动，他都能发现钟建刚的身影。50元、
100元、200元……这个平日不善言谈的
男人，却怀有一颗善良的心，一直坚持行
走在公益的路上，没有停歇。

“无论在网上还是在报纸上，看到有
困难的人，我都会尽力去帮他们，献出去
的是爱心，收获的是快乐。”6年来，钟建刚
把帮助他人和奉献社会作为自己的理想，
尽己所能。对于扶贫济困，他说：“我会一
直干下去！”

践 行 公 益 不 停 歇
杨远彦

本报讯 (巩琳璐 宋雨萌)11月8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百年巨变看商洛”暨“爱我商洛”摄影展在丹鹤楼广场续展，吸引
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此次展览从10月21日开始，于11月15日
结束，在市行政中心首展15天，在丹鹤楼广场续展10天。

据悉，本次摄影展从7月份开始征集作品，共收集作品3000
多幅。经市委党史研究室核审，市摄协专家筛选，市委宣传部审
定，最终精选300多幅照片参展。这些作品以图文并茂、新旧对比
等形式，分别从红色商洛、城市变迁、美丽乡村、特色产业、康养之
都5个单元进行展示，用丰富的艺术语言和生动直观的文化形式
忠实记录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展示了我市各行各业取得的丰硕成
果，热情讴歌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守初心、践使命、求真务实、奋发
图强的精神风貌。

“此次展览从策划到展出都非常到位，我看完后深受启发，
仿佛把商洛的各个地方都游览了一遍。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将
此次展览编辑成摄影图册，让更多的人了解商洛、爱上商洛。”
有市民表示。

百年巨变看商洛暨爱我商洛

摄 影 展 在 市 区 展 出

本报讯 (代绪刚)11月份以来，商南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全
民消防宣传月活动，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创
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开展消防集中宣传教育活动。11月9日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训词3周年纪念日，县消安委办公室
牵头，大力宣传报道践行授旗训词精神成果，充分展现当地消防救
援队伍新形象、新面貌。各镇办、各部门、各单位在本辖区、本行
业、本单位以发放宣传彩页、摆放展板以及流动宣传车宣传等形式
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开展行业安全宣教活动。各部门按照消防安全职能职
责，强化问题导向，汇智聚力助推消防安全工作发展。县公安
局组织派出所民警、县综治办发动网格员、县消防救援大队发
动消防指战员和消防文员、团县委发动青年志愿者，深入村
（社区）、住宅小区、集贸市场等面对面宣讲消防常识、帮助查
找火灾隐患，特别是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群体开展宣传教
育并赠送消防器材。

开展“全民学消防”活动。用好全民消防安全学习云平台，各
部门、各单位依托志愿者服务，积极组织行业内部开展线上学习活
动，推广全民消防安全学习云平台下载注册及学习应用，开展“全
民消防大学习”活动。同时，加大各类消防科普场馆的开放力度，
各镇办在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设置消防宣传点，努
力营造“全民学消防”的浓厚氛围。

在宣传月活动中，商南县各级各部门结合各自实际创新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教活动，确保消防宣传
月活动更加贴近基层、贴近企业一线、贴近职工群众，确保上下联
动、氛围浓厚、成效显著。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紧紧围绕活动
主题和重点内容，推出更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报道，努力
形成矩阵式、全媒体、立体化报道格局，不断扩大消防宣传月活动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商南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月活动

在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深
刻变化的今天，如何推动传统媒体转型升
级，推动媒体融合，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
力和引导力，成为新闻工作者亟待解决的
重要任务。

坚守新闻理想，坚持内容为王。目
前，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报纸等传统媒体
正面临着转型的阵痛和挑战。要想在这
场媒体变革中站稳脚跟、紧跟时代，关键
是要坚定新闻理想，坚持“内容为王”这
一核心主题，因为无论传播方式如何变
革，优秀的新闻作品始终会有传播的土
壤。作为新时代的媒体人，不忘新闻初
心、磨砺“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定意志，
不断提高新闻作品的核心竞争力，既是
本职工作，也是媒体人的安身立命之

本。为此，我们应扎根基层、体验生活、
挖掘素材，用质朴的语言、生动的文字、
温暖的画面记录时代、讴歌人民，做业务
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做时代进步的忠诚
记录者。

善于借鉴学习，深入基层一线。一
方面要积极拥抱新技术、新业态，善于借
鉴吸收新媒体的优势和长处。尤其是传
统媒体，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方式方
法，丰富载体形式，完善体制机制，善借
新媒体的优势升级优化传统媒体，着力
推动媒体融合，聚力构建广覆盖、多层
次、立体化的新闻宣传格局，不断提升新
闻舆论的影响力、传播力和公信力。另
一方面，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向现
实生活学习。脱贫攻坚期间，笔者曾前

往商南县清油河镇、金丝峡镇二郎庙村
开展帮扶工作，亲身体验农村生活，深入
了解社情民意，通过采访致富带头人、道
德典型、基层干部等，透过一个个小故
事，把基层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细节展现
出来，把带着黄土气息的报道和有见解
的观点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为贫困地
区发展发挥了有效的推动作用。可见，
只有将采访镜头对准民生关切，以真挚
情怀反映民生冷暖，新闻作品才能真正
赢得群众喜爱。

坚守新闻底线，牢记职责使命。当
下，新兴媒体蓬勃发展，既极大地方便了
公众获取知识信息资源，也充斥着各种诱
惑和虚假新闻信息。面对这种“泥沙俱
下”的新闻现象，新闻工作者应该拧紧思

想螺丝，恪守客观真实这一新闻报道的
“底线”。在思想上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到严格自我约束和防范，不断强化新闻
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时刻保持清醒的头
脑，做到用事实说话。特别是，作为党媒
新闻工作者，更要肩负起职责使命，下茬
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
说实话、动真情，力争写出更多沾着泥土、
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新闻作品，做时代
发展、社会进步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唯有始终
牢记新的时代条件下新闻舆论工作的职
责使命，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才能更好地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
声、书写时代进步，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中实现人生价值。

坚守新闻理想 强化使命担当
陈 波

棣花镇地处丹凤县西部，总面
积78平方千米，因此地早年盛产棠
棣花而得名。棣花古镇位于丹凤县
商山脚下的丹江阳岸，是商於古道
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宋金和议时
的一个商贸榷场，是一个历史文化
名镇，也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家乡，
景区内还有全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
金代建筑——二郎庙。古镇主要以
展示宋金文化、驿站文化以及作家贾
平凹的文学艺术为核心。2016年12
月25日被正式命名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图为航拍棣花镇清风街。

（记者 杨 鑫 摄影报道）

商洛美丽小镇——棣花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