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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振英获!见义勇为好青年"称号

勇救落水双胞胎

!

晚报记者 张燕 文
!

图

本报讯
2

月以来! 沈丘县县直高

中地理老师姜振英勇救落水双胞胎的

先进事迹!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

们纷纷为姜振英点赞!称他为"平民英

雄#$ 为表彰先进!引导和激励全市广

大团员青年向姜振英学习! 团市委近

日决定授予姜振英同志 "周口市见义

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

跳入冰冷河水中救出落水双胞胎姐弟

2

月
2

日
+1

时许!姜振英在沙颍

河沈丘大闸东侧的公园散步时! 忽闻

岸边有人呼喊救命$ 他循声跑去!看到

两个小孩在水面上漂着$ 见此情况!姜

振英跳入冰冷的河水中! 把落水的两

个孩子都救上了岸$见女孩并无大碍!

男孩嘴唇青紫! 姜振英立即对男孩进

行了心肺复苏$看到男孩情况稳定了!

姜振英穿着湿透的衣服悄然离开$

事后!一名目睹事件经过的围观

老人 "追 %至姜振英任教的沈丘县县

直高中 ! 请求校方为这位好老师记

功!姜振英冰河救人不留名的事迹方

为人们所知$

众人纷纷为!平民英雄"点赞

得知姜振英不顾自身安危勇救落

水双胞胎一事后! 沈丘县县直高中立

即号召全校师生向他学习! 弘扬他见

义勇为的精神!传递正能量$ 同事都为

他竖起大拇指! 学生们都为他鼓起热

烈的掌声$ 姜振英曾经教过的学生也

纷纷打来电话! 表达他们对 "英雄老

师%的敬意$ 很多网友更是纷纷点赞!

称他为"平民英雄%$

为表彰姜振英的先进事迹! 团市

委& 市青年联合会决定授予姜振英同

志 "周口市见义勇为好青年% 荣誉称

号! 并号召全市广大团员青年向姜振

英学习!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热爱家乡的崇高思想' 学习他见义勇

为&侠肝义胆&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

学习他脚踏实地&默默无闻&无私奉献

的人生态度$ 同时!鼓励广大团员青年

要把青年英模的精神化作激励自己不

断前进的强大动力!为实现周口崛起&

富民强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

的贡献$

项城市贾岭镇#

星级创建提升乡风文明

!

晚报记者 金月全

2

月下旬的一天! 春风和煦! 艳阳高

照$在项城市贾岭镇麻大庄行政村!正在开

展的"晒被子%比赛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

56

多岁的村民麻殷氏说()俺媳妇把我

伺候得很好!你看!俺的被子被面干净!被

里是新棉花!她孝顺得很* %

)晒被子就是晒孝心&晒文明$ %麻大庄

行政村支部书记麻克福说!)这给我们带来

了很大启发$搞一个好活动!搭建一个好平

台!可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

走进项城市贾岭镇! 能感受到一股清

新的文明之风扑面而来$

,6+1

年
,

月
,5

日!项城市贾岭镇被中央文明委授予)第四

届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贾岭镇党委& 镇政府始终把创建全国

文明村镇作为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来抓!提

出了)务实创建&民本创建%的口号!不断深

化创建内涵!深入实施)六大工程%建设$

群众教育工程$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目标!以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为重点!广泛开展群众教育)四

个一%工程!编写了+文明群众知识手册,等

学习书籍
,666

余册! 印发了文明公约&八

荣八耻等宣传资料和宣传画
+7,

万余份!

免费向群众发放$

舆论引导工程$在全镇开展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好儿女&好婆媳&好夫妻 &好邻

居&好少年评选表彰和)做文明有礼的贾岭

人%活动!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和助人为乐的

社会新风$

农民知识培训工程$利用逢集日&文化

中心户&农家书屋&图书室等活动场所举办

培训班进行宣传!开展送法下乡&送技术下

乡&送文化下乡&送医下乡等活动!使科学

文明知识进入千家万户$近
2

年!共组织科

技下乡活动
+-6

次! 组织科技培训班
2-

期!发放宣传资料
,.5

万余份$

)星级文明户%评选工程$ 自
,6++

年

起!共评出星级文明户
+858

户!实行动态

管理!建立制定了+十星级文明户登记表,&

+评选结果汇总表,&+动态管理册,&+评选

管理实施细则,等$

文化建设惠民工程$坚持开展)文化三

下乡%活动!大力推广先进文化技术!拓宽

群众的增收渠道'深入开展)欢乐贾岭!和

谐贾岭%广场文化活动!培育产生了贾岭中

老年舞蹈队&中青年歌舞团&贾岭唢呐队等

民间艺术团体$

)平安贾岭%创建工程$ 在各单位&校

园&村组中广泛开展)平安文明单位%&)平

安文明校园%&)平安文明村组%创建!通过

抓好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文明村组&文明

服务示范窗口&五好家庭等细胞建设!让群

众在文明创建的参与中全面提升素质$

老干部摄影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

通讯员 王羡荣

本报讯
2

月
,9

日上午
:

周口市直老

干部摄影协会
,4+1

年摄影展在市博物馆

隆重开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观赏$

为了办好这次摄影展! 老干部们足足

忙了
2

个月$ 本次摄影展分为)靓丽周口%

)多彩生活%&)旅游掠影% 和)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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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版

块!展出照片计
+,+

张$这些摄影作品题材

丰富&风格多样!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彰

显出老干部们的技术功底和艺术修养!透

射出)最美不过夕阳红% 的耀眼光彩$

一位观展市民留言称()透过周口市直

老干部摄影展! 我看到了周口的发展与光

辉前景! 同时也看到了周口有一支朝气蓬

勃& 退而不休的老干部队伍! 他们不辞劳

苦!把最美的画面带给了观众!使我备受感

动与鼓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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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周口 务实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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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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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截至目前!全国公民身份

号码重号人数已由
())*

年的
+,-

万人减至

.-,

人$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
2

月
(/

日召

开的深入推进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

第三次电视电话会议上这样表示$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

深入推进! 加强户口身份证管理的重要性&

紧迫性日益显现!户口登记管理在国家治理

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

增强$

()+.

年起!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为期
0

年

的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 在
()+0

年

清理注销
1*

万个重复户口的基础上! 去年

以来清理注销重复户口和应销未销户口
(/)

万个$ 按照)主动承担责任&主动登门道歉&

主动免费换证&主动提供后续服务%的工作

要求!深入组织开展重号纠正攻坚行动$ 并

通过人像比对技术共发现清理重复户口

/-21

万个!占总数的
.)3-/4

$ 查办伪造买卖

户口案件
(0-

起$

黄明在会上指出! 形成户口登记管理

)错&重&假%问题的原因复杂!内外勾结是原

因之一!对此公安机关坚持严明法纪!严肃责

任追究!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去年以来!依法

依纪处理民警
+1,

人&辅助警务人员
/1

人$

黄明说!目前已基本解决了公民身份号

码重号和重复户口等问题!彻底刹住了违法

违规办理假户口&假身份证的歪风!建立健

全了公安机关内部户口& 身份证监管机制$

今年公安部还将进一步深入开展户口清理

整顿工作!力争明年实现户口和公民身份号

码准确性&唯一性&权威性$

姜振英在办公室备课

黄河壶口瀑布迎!桃花汛"

!!!!!!

这是
"

月
#$

日拍摄的黄河壶口瀑布!桃花汛"#

受气温回暖和上游融冰开河影响$ 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

瀑布迎来一年一度的!桃花汛"# 壶口瀑布水流增大$形成百米壮观瀑布群$气势磅

礴# !桃花汛"是指每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黄河宁夏%内蒙古段冰凌消融形成

春汛# 当其流至下游时$由于恰逢沿岸山桃花盛开$故被称为!桃花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