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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本报讯 就市民希望有关部门在我市办

个高志航英雄事迹展! 让市民近距离地接触

英雄一事!昨日!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致电本

报称! 该馆已就此事与吉林通化高志航纪念

馆取得联系! 表达了希望能在英雄殉国地周

口举办高志航烈士生平事迹展览的意愿" 高

志航纪念馆主要负责人也就此事做出了积极

回应"

周建山介绍! 几年前他们就有办高志航

英雄事迹展的想法! 但是限于资料# 图片很

少!一直未能如愿"作为我市唯一的综合性博

物馆! 市博物馆希望高志航英雄事迹展能够

尽早举办! 以满足社会各界对英雄的关注和

景仰之情"

$报道刊发当天!我馆就进行了认真研究!

决定联系英雄家乡的吉林通化高志航纪念馆!

看他们能否来英雄殉国地周口举办高志航烈

士生平事迹展!我馆愿提供一切帮助" %周建山

说!当天!他们就此事向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要负责人汇报!得到明确支持" 他们昨日

也已与高志航纪念馆取得联系"

高志航纪念馆主要负责人表示!他们早有

走出去办展览的愿望!来宣传高志航烈士的爱

国精神!他们将认真研究#考虑在周口举办高

志航烈士生平事迹展相关事宜"

周建山表示&$目前! 我馆已经成立了由

我牵头的高志航生平事迹展筹备小组! 希望

尽早成功推出高志航英雄事迹展" 如将来资

料充足! 我们还计划出版一本有关高志航英

雄事迹的书籍! 以期满足社会各界对英雄的

景仰之情" %

儒静表示!

今年"两会#将提交建高志航纪念设施的提案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本报讯 昨日!记者再次采访热心读者儒

静时!她重申&$今年'两会(上!我会提交为高

志航将军建纪念设施的提案" %针对本报近日

的报道!儒静表示!为英雄建一个纪念设施!规

模大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

了解英雄#不忘历史"

$作为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航将军血染周

口大地!确实值得我们崇拜#景仰和铭记" %儒

静说! 她原来并不了解高志航将军其人其事!

几年前!在朋友组织的一个活动中!才了解到

他的事迹" 出于对英雄的景仰!她开始收集有

关高志航的书籍和报道资料!有关将军的电视

剧她也非常关注!$高志航是我们全民族的骄

傲!他可以提振我们民族精神!让我们以英雄

为动力!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我

们还可以以此为平台!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交

流!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良好的氛围" %

谈及我市目前并无建高志航纪念馆的计

划时!儒静说!建有关高志航的纪念设施无所

谓大小!并不是非得花上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建一个很大规模的纪念馆!比如在高志航牺牲

的地方建一个纪念碑!或者一个铜像或是汉白

玉雕像!甚至是设置一个以高志航的名字命名

的广场等方式都行!目的是让崇尚英雄的周口

人民有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让英雄的精神得

以存续#发扬光大!让每个人认识到实现中国

梦不只是一句口号! 而是要脚踏实地地行动!

$只有敬重英雄的民族!才能长盛不衰%"

就市博物馆计划与高志航纪念馆联合在

我市布展一事!儒静表示!市博物馆的想法很

好!非常感谢他们!也希望他们多加强与外界

的联系!多发掘与英雄相关的人物#资料等相

关资源!如期成功举办展览!实现为英雄设立

一个专门展厅的愿望"

儒静表示!除此之外!为高志航将军设立

纪念设施!还可以拉动我市的红色旅游!提高

周口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关注周口!对拉动

周口的发展和投资也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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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呼吁建抗日英雄高志航纪念馆"

"门前三包$好不好
黑旗红旗见分晓
!

晚报记者 彭慧

本报讯
$

月
$,

日!在周口市中心城

区八一大道#中州大道等多条道路上!一些

单位门前被办事处挂上了红旗! 这是因为

他们在近期的$门前三包%管理工作中做得

好)相反!管理不到位的单位门前则被挂上

了黑旗" 此举的目的是敦促辖区商户和单

位真正做到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令城

区环境越来越美好"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中心城区部分办

事处开始采取每一周或两周评出黑旗单

位#红旗单位的做法!来督促单位和商户更

好地落实$门前三包%工作" 川汇区人和办

事处多次组织辖区单位和门店商户召开

$门前三包%动员会!研究制订相关评分细

则!开展落实$门前三包%先进单位#商户评

比活动" 由办事处分管城管工作的主任牵

头! 每周两次督查考评辖区
2

个社区落实

情况!一周一讲评!一月一排名)办事处以

社区为责任主体!对临街门店#单位$门前

三包%落实情况进行考核打分!坚持一天一

督查!一周一评比!实行悬挂红旗#黑旗制

度)此外!办事处还邀请辖区的老党员#老

干部!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市场管理员

和监督员!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参与城市管

理的积极作用"

当天! 人和办事处为市城市管理局#

川汇区交通局# 北花园万果园超市这三家

落实 $门前三包% 的优秀单位挂上了红

旗) 对三家落后单位& 八一路第二小学#

中州大道万果园超市# 关帝上城物业管理

公司悬挂了黑旗! 责令其限期整改! 等待

下次验收"

构建大城管 创建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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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女警!寒风中等失主一个多小时

!

通讯员 邓同学

$

月
$3

日
4

时!项城市民张先生将一面

写有$最美警察!拾金不昧%字样的锦旗送到

项城市公安局法制室民警张景艳手中! 感谢

她在寒风中等待
+

个多小时! 最终让他的失

物完璧归赵"

$"

日晚! 张景艳与朋友到莲花宾馆吃

饭!

$+

时许吃饭结束" 出来时!张景燕在大门

口捡到一个钱包" 经清点! 内有
+-5

万元现

金#

4

张银行卡" 想着失主丢失了钱包一定着

急!为了早一分钟把钱包还给失主!张景艳让

朋友先走!自己留下等待失主" 她想!如果在

当日
$"

时之前等不到失主的话!天亮了就把

钱包交到派出所"寒风中!张景艳等了
+

个多

小时"

$$

时许!见有人匆匆而来!像寻找东西

的样子!张景艳上前问是否丢失了东西"经核

对!来人就是钱包的主人"

失主张先生!个体老板!当晚在莲花宾馆

与人谈项目!出来时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张

先生拿出
$666

元现金感谢张景艳!被张景艳

婉言谢绝"

社区人物

高志航将军照片#

$由高志航将军长女高丽良老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