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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不由得又想起我的父
亲——原随县县委书记常东昌。父亲的
一生，是对党的信念始终不渝坚守的一
生，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奉献的一
生，是对党的纪律恪尽职守自律的一
生。

1947 年初春，父亲随部队老领导韩
国治（原孝感地委组织部长、首任中共随
县县委书记）同志千里迢迢从河北省邯
郸市来到湖北省随州市（原随县）。当
时，父亲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卫员，大
字不识几个，文化程度不高。来到随县
后，父亲参加了半年的文化集训，潜心学
习以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并被组织上安排担任原随县淅河镇
副镇长。自此，父亲走上了为中国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逐渐走上了领导

岗位，先后担任原随县厉山镇、洛阳镇党
委书记，原随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原湖
北省农会副主席，随州市委顾问。走上
领导岗位后，无论是担任副职还是主职，
他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朴素节俭，
为人真诚实在，做事扎实认真。

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随县县委副
书记的父亲常东昌未能幸免，被列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
命结束后，父亲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
了领导职务。对此，父亲保持了一个共
产党人应有的“平常心”，没有怨天尤
人，而是以更高的激情投入到工作中
去，以夺回那段浪费了的时间。在任期
间，父亲河北老家的 2个侄儿专程来到
随县，请求他帮忙在随县找工作，按理
说这点小事在当时只是父亲一句话的事

儿，打个招呼就能轻易安排个正式稳定
的工作。但父亲想到：“自己是一名党的
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要
求，高标准地约束自己，不能用手中的权
利为自己办私事”。于是坚决拒绝了侄
儿的请求，直到我父亲去世，远在河北邯
郸老家的亲属想来随做事的大门始终未
开。不仅如此，即便我母亲也一直只是
在一家服装厂做着手工活，凭计件拿工
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到退休，父亲也
未帮助母亲更换一个能拿行政工资的单
位。

1978 年，时任原随县县委书记的父
亲为了解决农村农民贫困的问题，以敏
锐的眼光专程走访淅河镇挑水村普通农
民方青善，鼓励、支持他对村里闲置的土
地实行个人承包。这在当时农村改革还
未正式启动的情况下，县委书记此举引
起了全省乃至全国的高度关注。《湖北日
报》率先对事件进行了头版头条的报道，
并附加编后语，《人民日报》进行了转
发。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联产承
包责任制改革正式在全国铺开。

父亲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取得了一
系列工作成效，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高
度认可，由一个县城的县委书记破格提
拔担任湖北省农会副主席。省农会精简
机构时，组织上又安排他到省农业厅任
职，但是父亲执着地要求重回他最初工
作的地方——随州市，担任随州市委顾
问。在二线岗位上，父亲从不以老资格
自居，积极服从组织分配，从不向组织上
提任何要求。在协抓的扶贫工作上，他
深入农村剖析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有
针对性地制定措施，使随州扶贫工作取
得显著成绩。他个人先后被中组部评选
为全国模范共产党员、扶贫先进个人、关
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回顾父亲的一生，我从中感悟到一
个真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是因
为有像我父亲一样成千上万的热爱人
民、对党忠诚的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着党的信念和宗旨。我们相
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伟大的
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曾都区教育局退休干部 常健）

不变的信念 永恒的追求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听老党员讲故事听老党员讲故事

广水市十里卫生院
（广水市中医医院十里
院区）抓住国家公共卫
生领域“补短板 、强弱
项”项目投资机遇，围绕
打 造 平 战 结 合 后 备 医
院，投资 1550 万元对新
院区进行改扩建，建成
功能齐全、设施完善、医
资强大的一流乡镇卫生
院。图为新建的十里卫
生院门诊住院综合楼一
楼门诊走廊。

（随州日报全媒记
者李文军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实习生陈依宁、通讯员邹梦双）7 月
20 日，在组织收听收看湖北省缓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信用培植
工程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随
即召开信用培植工作专题会议，安
排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副市长韩锐参加会议。
会上，韩锐听取了各地各相关

部门关于前期信用培植工作开展情
况汇报。他要求，要进一步提高“缓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信用培
植工程”重视程度，把此项工作作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

署、践行为民服务的重要载体。中小
微企业信用培植不仅仅是获得银行
贷款，更要注重对企业发展过程中
各方面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各地
各部门要深入了解中小微企业发展
中的各项需求，改善我市企业营商
环境，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要明确目标、细化措施，动态推
进我市信用培植工作，各县市区要
积极对企业进行摸排筛选，确保真
正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得到扶
植；市人民银行和市地方金融工作
局要加强督办，确保信用培植工作
稳步推进。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宋明鸣）近
日，在省生态环境厅、公安厅指挥协
助下，随县生态环境分局联合随县
公安部门，在随县殷店镇岩子河随
州市粮食储备库公司岩子河库院内
查获一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废铅蓄
电池）窝点。

经查，该窝点建有 2 条炼铅生
产线、1 个拆解车间。现场查扣成品
铅锭 16 块、铅灰 28 个吨袋，尚未拆
解废铅酸电池和已拆解废电池外壳
约 80 吨，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共
约 200 多吨，涉嫌构成污染环境罪。
相关部门连夜对 18 名涉案人员开

展了初步调查询问，查封扣押了相关生
产设备和成品铅、铅灰、铅渣、尚未
拆解的废铅酸电池等涉案物品。

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
保护部令第39号）的规定，经认定，本
案非法处置的废铅蓄电池及产生的铅
渣、铅灰、电池壳属于《国家危废名录》
中废物类别为“HW31含铅废物”的危
险废物，危险特性：T(毒性)。

下一步，随县生态环境分局将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该案涉及的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将涉
及违法犯罪情况移交至公安部门进
行侦查。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余尚军、通
讯员韩莹莹）7月15日，广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机关支部部分党员前往十
里办事处，联合十里办事处机关支部、
全社区党组书记等共计 130余人，开
展党史学习心得体会交流活动。

该局负责人以《我学习党史的
心得体会》为题，为大家作了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辅导讲座，围绕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史的四个阶段，生动讲
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典型人

物，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等重大
事件和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重要
会议，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
经验和实践启示。会后，参会党员
对此次讲座纷纷给予好评，表示自
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收获颇多。

今后，广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将继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
内容，扩大活动主体，用心、用情、
用力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忠存）近期，曾都区南郊
街道瓜园社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提升为民服务实效。

该社区制定工作方案，成立以党委书记挂帅的
工作专班，围绕居民实际需求，整合社区优势资
源，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党员认领实事项目，压实
责任，集中力量，整体联动，协调推进，打造多类
服务模式。

目前，该社区湖锦一号居民还建房建设，2 组、4
组、5 组居民点房产办证，二建公司、南郊市场监管
分局老旧小区改造，两湖口巷道刷黑等 60件实事正
有条不紊推进，目前已完成实事 15件。

我市组织收看省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信用培植工程推进会

随县查获一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窝点

广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进社区

瓜园社区为群众
办好15件实事

敬 告
为方便客户就近

在随州日报上刊登分
类广告（声明、公告、售
房、售车、招租、注销
等），原随州日报社一
楼（沿河大道 122 号）
办理随州日报广告业
务不变。特此敬告。

联 系 电 话 ：
3312088
随州日报社广告中心

信息分类 联系电话：（0722）3312088

公告声明
兹 有 我 单 位 员 工 谢 万 才 ，身 份 证 号 ：

429006197406127658，工作期间因违反《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款规定连续旷工 15天

以上，我公司已于 2021年 7月 10日对其辞退。

特公告声明。

湖北北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19日

随州市瑞隆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
号为鄂 S39661（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鄂 交 运 管 随 州 字
421302202141号，声明作废。

湖北千年银杏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随州广播电视台开具的《湖北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200171130，
发票号码：NO 13831114，金额：12000.00
元，声明作废。

随县夏帝宾馆有限公司遗失企业法

人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1321000008182，声明作废。

随县夏帝宾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原公章名称：随县夏帝宾馆有限公司，
声明原公章作废。

随县夏帝宾馆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7075248-6，
声明作废。

随州市远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286002267401，基
本存款账户，开户行：建行随州金桥支行，
账号：42050181364300000105，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单位承担。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随州监管分局
批准，撤销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
中心支公司随州市万和镇营销服务部，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随州中心支公司随州市万和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L10026SZR01
流水号：0062400
撤销时间：2021年 7月 13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随 州 监 管 分 局 公 告

遗失声明

7月14日，已经进入伏天，室外气温高
达 37摄氏度，一轮烈日悬挂头顶。笔者在
随城沿河大道见到环卫工人肖邦全时，他
正将路边的垃圾桶装上垃圾车，等桶内垃
圾倒入垃圾车后，再把清空的垃圾桶放回
原位。肖邦全不断地重复着弯腰、起身的
动作，汗珠顺着脸颊一滴滴落下，后背的
衣服已被汗水浸湿。

肖邦全负责随城沿河大道、烈山大
道等路段的垃圾清运工作，每天开着垃
圾运输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将城市垃圾

“一扫而空”。“我每两分钟就要下车进
行操作，循环往复。半天时间可以清理 3

车垃圾，近 360桶。”肖邦全一边说话，一
边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肖邦全每天凌晨 4 点就开始工作，
入伏以来天气太热，他便把上班时间提
前到了 3点，趁温度还没上来，赶紧先把
人流量大的地方垃圾箱清理一遍。

“早晨 8点左右，路上买菜、购物、上
班的市民多了起来，就会产生一批新的
垃圾，这边刚清空，那边就满了，有时候
一天要重复清理三次垃圾桶。”肖邦全
每天除了要经受高温的炙烤，还要忍受
刺鼻的气味，但是在他看来，既然选择
了这份工作，他就有责任、有义务守护

美丽家园。
随城舜井大道北段是繁华路段，身

穿橘红色马甲的环卫工人朱开榜正弯
着腰清扫路面上的垃圾和落叶，路面上
有许多散落的塑料袋、空水瓶、落叶、烟
头……朱开榜一一仔细清扫。由于长期
的户外工作，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入夏以来，生活垃圾骤增，高温暴
晒之下，垃圾很快会腐烂，发出难闻的
气味，特别容易滋生蚊蝇和细菌，所以
我们的工作量也大了很多，必须赶早才
能保证及时把各类垃圾清扫干净。”说
话间，豆大的汗珠从朱开榜的脸庞滑

落，很快便打湿了衣领。
据介绍，为了缓解暑热，环卫公司为

工人们提供了风油精、人丹、藿香正气水
等应急药品，为一线环卫工人防暑降温搞
好后勤保障。但如此高温天气，对于一直
在马路上暴晒，且坚持清扫作业的环卫工
人来说，工作起来确实非常辛苦。

“我们不怕辛苦，但是希望每个人
都能爱护环境。”朱开榜表达出自己的
心愿。他说：“请大家尽量不要乱扔垃
圾，特别是不要扔在难以清扫的绿化带
中或街路死角部位，也请不要车窗抛
物，共同爱护我们的城市环境。”

环卫工人：用汗水换来城市清洁
随州日报通讯员 吕贞 张晨曦

广水：公开听证为群众矛盾画上“句号”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程淇、通讯员朱青、马婧

婧）“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态度诚恳，检察机关从宽
处理，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意作出相对不起
诉处理。”7月 14日，广水市人民检察院围绕一起故意
伤害案，召开拟不起诉公开听证会，市人大代表李晓
春率先发言。

“同意。公开听证会化解了双方当事人心结，给予
犯罪嫌疑人‘回头’机会，真正落实了‘阳光检务、为民
司法’理念。”人民监督员曹伯厚表示。

当天，案件承办检察官黄素梅详细介绍了案件的
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和检察机关拟作出相对不起诉
的理由。去年 8月 3日，犯罪嫌疑人闵某某在路边修补
货车轮胎，产生的噪音影响到周边住户胡某某午休。
胡某某随后找闵某某理论，双方发生口角纠纷，继而

引发肢体冲突，最终双方都被打伤，胡某某伤情更重。
经广水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胡某某伤情为轻
伤二级。案发后，闵某某自动投案，积极赔偿损失，取
得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

在全面了解案情后，广水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等听证员各抒己见。
经评议，听证员一致同意对犯罪嫌疑人闵某某作出相
对不起诉处理。

“听证员的到来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诉讼
参与人的权利，切实为群众矛盾画上‘句号’。”广水市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永胜表示，该院将继
续抓好公开听证工作，规范听证程序，丰富听证方式，
让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上接第一版)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
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
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 、
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
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
前进！”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
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
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近代以后，
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
战火蹂躏之苦，但中国人民不是从
中学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
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新
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们从未主动
挑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过别国
的一寸土地。中国人民不惹事也
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
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
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习近
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中国

人民是崇尚正义 、不畏强暴的人
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
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
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
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
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
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 14
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
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
世界才更好。回首百年，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奋斗
彪炳史册，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
的重大贡献有目共睹。面向未来，
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道，为摆脱贫
困落后 、促进繁荣发展而不懈努
力，为消除分歧战乱、维护和谐稳
定而持续奋斗，为弭平文明隔阂、
加强交流互鉴而贡献力量，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

（转自 2021 年 7 月 10 日《人民
日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鲁纯、任洪
广）为了丰富农村留守儿童的暑期
生活，激发学习兴趣，解决暑期学习
问题，曾都区洛阳镇珠宝山村积极
与华中农业大学老教授协会对接，
邀请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暑期社会
实践团来村为留守儿童进行免费暑
期培训。

7月 9日，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暑期社会实践团来到该村，开始了
为期一周的暑期支教活动，内容涵
盖基础课程、作业辅导、音乐、舞蹈、
美术、体育、科普等。

在珠宝山村党群服务中心，同
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学习，参
加各类小组讨论活动，气氛十分热
烈。课间，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打球、
下棋、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在这
里太开心了！我想天天来！”开学即
将迈进二年级的小学生朋朋高兴地
对前来接送的奶奶说。

“此次活动受到了广大村民的
积极支持和一致好评，大家纷纷在
村民群、党员群里点赞、送红心，孩
子们也踊跃报名参加。”珠宝山村党
支部负责人介绍。

洛阳镇珠宝山村
关爱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