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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征程踏征程，，圆军圆军
记者 萧也平 见习记者 魏郡玉 通讯员 杨建军

“孩子，去了军营一定要好好照顾自
己。”“奶奶，别哭了，您给我的东西我都装
在包里了。”……

14日上午8点30分，阵阵鼓声从市人
武部大院传来，为齐聚于此的最后一批入
伍新兵奏响送别曲。1个小时后，身着崭
新戎装、胸戴耀眼红花的他们便要带着亲
人的热切期望，奔赴祖国各地军营，踏上
保家卫国的征程。

人群中，一直与母亲拉着手的新兵王
康康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他一直冲着母亲
笑，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丝难过，而母亲却
眼眶通红、欲言又止。“成为一名军人是我
从小以来的梦想，如今即将踏上征程，心
情十分激动。我一定会在部队刻苦训练，
让家人放心。”王康康告诉记者，自己的爷
爷曾是一名军人，在爷爷的耳濡目染下，
他从小便有个从军梦，一上大学就有了报
名参军的念头，只是当时已在学生会任
职，所以得先留在学校将自己的职责完
成，“坚守岗位也是军人必备的品质，既然
肩上有担子，就不能轻易卸下。”于是，直
到大三结束，王康康才毅然回乡报名应
征。“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作为父母
只能在背后默默支持，希望他在部队努力
上进。”看到儿子终于圆了自己的军营梦，
王母十分为孩子高兴，但依旧免不了伤
感，“怕他到了部队想念家乡的味道，今早

特地带他去吃了肴肉面”。
“我会珍惜这次入伍锻炼的机会，好

好磨炼自己，争取更好的发展。”今年大学
刚毕业的王健也在此次应征入伍的行列
中。送别时，王健的父亲一直弯着腰给孩
子整理行囊，不停地往统一发放的行李袋
中塞零食、矿泉水。“孩子能够经受祖国的
挑选，成为一个有志青年让我感到非常的
骄傲和自豪，希望他在部队里拿好枪，站
好岗，报效祖国！”强忍着内心的不舍，王
父拍了拍孩子的肩膀，殷殷期盼溢于言
表。

9点30分，一曲军歌毕。一声令下，
新兵们拎上行李，依次上车，家人则在身
后紧紧跟随，用一声声叮咛、一句句嘱托、
一个个拥抱来表达离别的不舍。上车后
的新兵们也不停地朝窗外挥手，有的向家
长敬着标准的军礼，有的边擦泪水边朝窗
外笑着……

“也许，昨天的你们还是一个个习惯
向父母撒娇的孩子，但几天后，你们就会
在祖国的某个地方，肩负起军人的责任和
担当，希望那时的你们能够不惧艰险，勇
往直前，在守护一方的和平安宁中一展自
己的人生抱负。”9点45分，车辆启动，50
余名新兵带着家乡父老的祝福，乘坐“圆
梦号”大巴，奔向他们心念已久的绿色军
营，以青春与汗水书写人生新篇章。

梦梦
新兵许佳强代表发言新兵许佳强代表发言

开开心心送儿入军营开开心心送儿入军营

拍拍儿子的肩膀拍拍儿子的肩膀：“：“在部队好好干在部队好好干！”！”

家长围在大巴车旁与孩子挥手告别家长围在大巴车旁与孩子挥手告别

““奶奶奶奶，，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我不要担心我！”！”

精神抖擞精神抖擞，，奔赴军营奔赴军营

母亲为孩子佩戴大红花母亲为孩子佩戴大红花

即将踏入军旅生涯的新兵王健惜别女友即将踏入军旅生涯的新兵王健惜别女友

带着梦想和家长的期望带着梦想和家长的期望，，出发出发！！

临行前再拥抱一次儿子临行前再拥抱一次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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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各位家长，现有
五中家长反映：昨天中午放学
时，有学生遇到开小车的向学生
问路，并拿出 100 元感谢费，让
孩子上车带路。请各位家长教
育孩子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上
车，防止被骗。据反映：今天舒
豪琴也碰到这种情况，估计这伙
人最近在乡下活动，大家警惕！
微信圈发一下，提醒各位父母。
这是学校的老师发过来的，群多
的都转一下，生命可贵，为了孩

子转发吧！”
这两天，在我市很多市民的

微信群里，都有这条信息，一些
家长也纷纷转发。期间，部分家
长虽然不知真假，但认为转发不
会有什么坏处，就当提醒孩子
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过，
他们却不知，这是一则谣言，而
传播谣言也是违法的。

17 日，经记者向市公安局
110报警服务台及开发区派出所
求证，警方最近根本没有接报此
类警情。故此，警方吁请市民不

信谣、不传谣，并及时举报谣言。
警方还介绍，通过网络搜索

发现，类似谣言此前已在全国多
地出现过。输入关键词“100元
请小学生带路”能出现几万条搜
索结果，差不多的信息在杭州、
广州、深圳、珠海等全国各地都
出现过，而这次只是换了地方又
传播扩散，属于典型的“旧谣新
炒”。在流传的版本中，只是地
点名称不同，内容大都一致，而
传言涉及的各地警方均已辟
谣。

百元感谢费“诱惑”学生上车带路？
警方：未接报此类警情，此为“旧谣新炒”

男子冒充警察招摇撞骗
借来电动车转身就变卖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单健）“你好，我是 xx派
出所的民警，正在执行任务，
现依法征用你的电动车！”我市
某会所的保安，对眼前身着

“警服”、一脸严肃的“警察”
深信不疑，随即将电动车交予
对方。殊不知，这位“警察”
转身便将电动车卖掉了！ 16
日，记者从我市检方获悉，男
子杨某多次冒充警察行骗，竟
屡试不爽，目前已被检方以涉
嫌招摇撞骗罪和盗窃罪批准逮
捕。

据了解，今年刚满 30岁的
杨某可谓是劣迹斑斑。自 2010
年因盗窃被判刑后，不到 8 年
的时间里已被判刑 9次。今年 6
月 30日，刚刑满释放的他来到
一家工厂打算踏实工作，开始
新的生活。可是，干了两天便
又嫌累又嫌收入少，于是就苦
想赚钱的法子，不经意间，他
看到自己的一件旧衣服便有了
想法。“这是我以前当保安的时
候发的制服，看起来和警察的
制服差不多，我就想到了冒充
警察去骗人。”到案后杨某交
代。

7 月 5 日，杨某穿上这件
“警服”来到某小区，和小区保
安攀谈起来。聊了一会儿后，
杨某便说自己是社区民警，正

在执行户口登记的任务，需要
一辆电动车，保安胡某当即把
电动车借给了杨某。杨某骑走
后，发现车子的坐垫下有 1200
元现金和一包云烟，于是将现
金与香烟偷走。由于第一次冒
充警察作案，杨某心中还有所
顾虑，“车子还比较新，因担心
被 抓 ， 我 就 把 车 子 还 回 去
了。”

尝到甜头的杨某，没过两
天便又按捺不住，再次穿上

“警服”来到一家休闲会所门
口，同样选择跟保安聊天。取
得信任后，杨某以“接老婆”
的名义，向保安李某借来了电
动车，转身便将车卖掉了。

7 月 10 日，杨某又来到某

网吧，找到网友李某，以“有
事”的名义向李某借电动车。
因杨某的 QQ 空间里有多张其
穿制服的照片，李某对杨某的

“警察”身份深信不疑。随即，
便将电动车借予杨某，杨某故
伎重施，转身就将电动车卖掉。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于
7 月 10 日将杨某抓获。检察机
关经审查认定，杨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涉
嫌盗窃罪，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进行招摇撞骗，涉嫌招摇撞
骗罪，于近日批准逮捕。

20名“公益小天使”
爱心义卖助力特殊家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魏郡
玉 通讯员 巢农）“阿姨，这个只
要 10 元，买两个送一个。”……
近日，叫卖声在欧尚金陵西路店
里此起彼伏。原来这是爱在飘
扬公益活动中心开展的一场爱
心义卖活动，20 名“公益小天
使”拿出了自己的闲置物品和欧
尚金陵西路店赞助的一部分商
品一起进行义卖，所得义卖款将
全部用于资助特殊家庭。

四年级的匡籽豪尤其热情
卖力，拿着手中的玩偶向每一个
经过的小孩子推销，“小朋友，这
个要不要？”“阿姨，给您的孩子
买个玩偶吧！”市民们也被小天
使们的热情所感染，市民魏女士
买了好几样商品，她告诉记者：

“义卖活动很有意义，孩子们很
热情，我很乐意奉献自己的一点
爱心，提高他们参加公益活动的
积极性。”

1 元、2 元、5 元……点滴爱
心汇聚成河。活动结束后，志愿
者将募捐箱中的钱倒出来清点，
小天使们立马聚集在志愿者周
围，屏气凝神地等待着。听到义
卖款有将近 600元的时候，小天
使们开心地蹦了起来，笑声感染
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此次活动不仅是为了献爱
心，也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爱心
和公益理念，让他们学会用自己
的力量去关心、帮助别人，体验
助人的快乐。”活动负责人说。

据了解，接下来爱在飘扬公
益活动中心将对失独家庭进行
走访慰问，并建立档案，以帮助
这些特殊家庭解决一些生活上
的困难。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图为“公益小天使”热情
地向市民推销。

见习记者 魏郡玉 摄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28
日 10：30，在丹阳市公共资源中
心（兰陵路 88号四楼）举行拍卖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新民东路 60号东侧约 26

平方米的房屋 1年租赁权，起拍
价年租金 3 万元。营业执照范
围为奶茶。

2、练湖新城西侧原佳羽制
衣部分约 1500平方米的A区域
房屋 2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
18万元。营业执照范围为眼镜
镜片加工。

3、练湖新城西侧原佳羽制
衣部分约 1500 平方米的 B 区域
房屋 2年租赁权，起拍价年租金
18万元。营业执照范围为眼镜
镜片加工。

注：1、租赁的房屋不得从事
以下范围的经营：易燃易爆类、
危化类、重污染、高噪声、成人用
品、网吧（含游戏）类、餐饮类等
造成周边环境污染及安全的和
法律法规不允许经营的项目。
2、必须符合国家和本市的环保
要求。3、其他未尽事宜必须符
合出租人的要求。

二、展示时间及地点：2018
年9月26-27日，标的所在地。

三、报名方法：欲参拍的竞
买人（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凭合法有效证件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本公司（丹阳市开发区
兰陵路88号715室）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并于 2018年 9月 27日
15时前向本公司交纳竞买保证
金（标的保证金为起拍价），不收
现金。

联系电话：0511-86055528
二O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镇江市丹阳金桥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为着力推进“诚信丹阳”建
设规范化、长效化，切实形成诚
信践诺、履约办事、遵纪守法的
社会风尚，不断提升全社会的道
德水平和文明程度，经研究，决
定在全市开展丹阳“最美诚信之
星”评选表彰活动，具体方案如
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
本，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
基础，以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为
重点，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
化，在全市倡导和弘扬重信誉、
守信用、讲信义的良好风尚。

二、申报条件
1.凡在丹阳市范围内学习工

作或生活的人员均可参与申报。
2.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遵守公民基本道德规

范，社会评价好、群众认可度高，
在引领社会诚信风尚中发挥积
极影响。

3.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政策，无犯罪、违纪违规等行为。

4.具有强烈的诚信意识，在
从事生产活动能坚持质量至上，
在从事经营活动能坚持信守契
约，在从事服务工作能坚持优质
规范，在合作者和服务对象中享
有高度信誉。

5.在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
实心做事，即使遇到困难，仍信
守承诺。

6.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
7.在信贷交易活动中无不良

记录。
8.在社会和公众中有良好的

口碑和公信力。
三、申报要求
1.申报丹阳“最美诚信之星”

分为个人申报、群众举荐和单位
推荐，申报者统一填写丹阳“最

美诚信之星”申报表。个人申报
的，需要在申报表上加盖单位或
所在村（社区）公章；群众举荐
的，需在审报表上签字证明；单
位推荐申报的，统一加盖单位公
章。

2.申报表电子稿统一发送至
邮箱：dyxcbxck@163.com。纸质
稿件送至：丹阳市兰陵路行政中
心A区4003办公室。联系人：孙
洁，联系电话：86575223。

3.申报时间：2018 年 9 月 18
日-9月30日。

4.全市各党委单位至少推荐
1名候选人。

四、评选表彰
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明办

牵头相关部门，组成评审组，对
推荐人选先进事迹进行核实，候
选人将在丹阳日报、丹阳电视
台、“丹阳发布”、丹阳新闻网、丹
阳网、丹阳文明网进行公示。对
最终被评选为丹阳“最美诚信之

星”人员，将给予物质奖励并颁
发荣誉证书。

五、有关要求
1.精心组织。各单位要充分

认识评选表彰诚信人物的重要
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
署，把开展诚信之星评选表彰活
动作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精
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确实把
评选表彰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严格把关。评选表彰诚信
人物要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
各单位一定要本着对工作、事业
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有关要求
规范操作，严格审核，及时报送。

3.广泛发动。评选表彰工作
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广
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立足社
区、企业、村镇、机关、学校等基
层单位，突出群众评、评群众，着
重推选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
着、学得到的诚信人物。

4.加强宣传。各单位要充分
利用道德讲堂等有效载体开展
向诚信人物学习活动，宣传他们
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在全市
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追求
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道德风
尚，促进全社会诚信意识进一步
提高。

中共丹阳市委宣传部
丹阳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9月17日

关于开展丹阳“最美诚信之星”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扫码下载表格

主营主营：：乐琪乐琪、、荣城荣城、、
杏花楼杏花楼、、华美华美、、金宝金宝
利等品牌月饼利等品牌月饼，，企企
事业单位发中秋福事业单位发中秋福
利的首选利的首选。。

东门外大街住建局向东20米 13815199333

广
告

润泰商贸

虹 欣 酒 业 总 经 销
热线：13952826211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