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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冷水某部数名参加国庆阅兵官兵凯旋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盛超

（
）10
月 4 日晚，刚刚参加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阅
兵任务的驻冷水某部队数名官兵载誉凯旋，受
到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
空军方队 5 排面教练员杨超勇今年是第
二次参加阅兵。 杨超勇 2004 年 12 月入伍，10
年前作为队员参加国庆阅兵。 今年是他第二次
参加国庆大阅兵，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是
作为排面教练员带兵训练， 更多了一份责任和
担当。能有这样的机会，他十分珍惜。杨超勇说，
教练员于今年年初便到北京组织训练了。
杨超勇介绍，规模宏大的阅兵仪式不仅向
国人展示了祖国的强大，而且向世界展示出了
中国军人的风采，展示出了中国军队的飞速发
展。 据悉，在 10 月 1 日国庆阅兵中，驻冷水某
部队参加阅兵官兵所在的空军方队是第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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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特检院荆门分院

爱心企业为残障孩子献爱心

参加“祖国在我心中”歌咏赛

近日，市残联、市老百姓大药堂连锁有限公司、
市梦心圆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在掇刀区财富酒
店 10 楼联合举办了“情系残障孩子 彰显时代
作为”爱心捐赠活动，爱心企业现场向我市 10
名残障孩子捐赠了 50000 元现金。
我市现有 19.3 万残疾人，残障儿童更是大
家最心疼、最关注的一个群体。 自从国家对 0 至
6 岁残疾儿童实施抢救性康复以来， 这一部分
残疾儿童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康复资金方面都
有一定保障，康复效果也明显。 但对于一些 7 岁
至 14 岁的残疾儿童来说， 康复资金相对不充
裕，康复难度比较大，康复的路更长。 为此，爱心
企业此次爱心捐赠活动，主要关爱我市 10 名 7
至 14 岁的残障孩子。
当日， 市梦心圆儿童康复教育中心邀请了
残障人士和市老百姓大药堂连锁有限公司的爱

心员工表演了 《爱的奉献》《最美的歌儿唱给妈
妈》等众多节目。
爱心企业负责人表示， 以后还会开展更多
关爱活动，来关心残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让他们
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感受关爱和温暖。
市梦心圆儿童康复教育中心负责人介绍，目
前有 104 名 14 岁以下的孩子在该中心接受康复
训练，均系贫困家庭的智障和脑瘫孩子。 该中心
自 2010 年创办以来，已有近 500 名脑瘫、智力障
碍儿童得到了有效的康复救助，患儿病情有不同
程度的好转，有 120 多名患儿上幼儿园及小学。

数万市民国庆假期忙健身
印象荆门

晚报乐购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杨涛 通讯员王雪丽 袁
用繤)来自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的消息称，该中
心下辖体育场馆践行体育惠民政策， 国庆长假
期间免费对外开放，累计接待健身市民近 5 万
人次。
9 月 25 日，该中心通过官网、公众号和各
场馆公告栏等发布下辖场馆免费开放的公告，
并公布了具体开放场地及时段，市民响应者众。
据统计，10 月 1 日至 3 日、10 月 7 日， 市体育
文化中心游泳馆接待 561 人， 羽乒馆接待 636

人；10 月 1 日至 7 日， 市生态运动公园体育场
内场、户外田径场、篮球场、网球场、门球场及
东、北、西 3 个广场全天免费对外开放，接待健
身群众超过 4 万人次。 另外，石化体育馆接待健
身市民 82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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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晚报讯 （特约记者周虎平 记者杨涛 ）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市城管执法委开启“白加
黑”工作模式，荆门中心城区市、区城管部门每
天有 2000 多城管人在岗履行职责，确保节日期
间城市环境整洁、秩序井然。
国庆长假期间，市、区城管部门将人员力量
全部下沉街面一线，开启
“
白加黑”工作模式，市城
管执法委每天均有一名班子成员带队， 白天巡查
创城、污染防治工作，夜间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
零
点行动”。 市、区城管部门每天有 300 多名城管队
员、1400 余名环卫工作者、310 余名园林管护人
员在岗履行职责、95 台环卫机械化作业车辆持续
开展环卫洗扫和抛雾降尘作业，近 60 名城管干部
职工分赴城市街道、十字路口和广场、游园等开展
志愿者服务。 其间，重点针对乱贴乱画、乱泼乱倒、
乱拉乱挂、乱搭乱建、乱停乱放、夜市油烟污染、渣
土运输抛撒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节日期间，市城
管执法委巡查督察专班共发现问题 749 处，整治
出店经营 211 起， 疏导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70 余

荆门晚报讯 通讯员张霞

（
）日
前， 湖北特检院荆门分院参加了湖
北特检院组织的“祖国在我心中”歌
咏合唱比赛。
荆门分院选择《歌唱祖国》这首
脍炙人口的歌曲参赛， 表达全院职
工的爱国情怀。 自接到通知后，分院
发扬团结拼搏的精神积极备战，在
不影响检验检测工作的情况下，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排练。 根据
参赛要求，9 月 27 日下午， 荆门分
院全体党员身着特检工作服、 佩戴
党徽，完成了参赛视频的录制。
分院全体党员用歌声祝福祖
国、礼赞英雄，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和崇高追求。 大家纷纷表示，会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奋斗，以优异的成绩和
昂扬的精神风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为保障特种设备安
全运行，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市交通局开展文明礼仪培训
荆门晚报讯 （ 通讯员赵津津 记
者戴永君 ）当前，我市正在深入开展

2000 多名城管人国庆假期坚守岗位
玩转荆门

杨超勇（右一）为阅兵做准备。

情系残障孩子 彰显时代作为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聂银兰 ）

荆门小记者

出场通过天安门的。
采访中，晚报记者了解到，国庆阅兵空军
方队队员王灯明于去年 9 月入伍，今年被国庆
阅兵集训队选派参加训练。 能有这样的机会，
王灯明十分珍惜，他表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奉献自己的一份礼物，感觉非常荣幸。
王灯明介绍，跟他一样参加阅兵的新兵有
很多，大家在日常训练中都非常刻苦。他表示，
队员们平日的训练难度大、 标准要求严格，但
他们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上下一心、众志成
城，
“
一切为了阅兵、为了阅兵的一切”。为了能
高标准走过天安门， 队员们平均每周训练 6.5
天，每天训练 11 个小时，平均每人每天喝水 5
公斤、流汗 3 公斤。通过受阅官兵精益求精、争
创一流的不懈努力，最终达到了站军姿 4 小时
不动，眼睛 40 秒不眨的硬功夫。

处，清运处置生活垃圾 4690 吨；12319 城管热线
接到市民投诉举报 40 多件，受理率、转办率和整
改反馈率均达 100%； 市数字城管信息系统共立
案城市管理类案件 1548 件，结案 1208 件。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市城管执法委节前还组
织人员对城区象山大道、白云大道等城市主干道
和城市出入口夜间景观亮化设施设备进行检测
维护，在月亮湖路西端、白云大道南端等处设置
点光源显示屏，夜间滚动展播国旗、国徽和
“
热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等标语，扮靓
节日城市夜间景观。 同时，在中心城区龙泉公园
等 10 多个 3 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园（广场）出入口
和园区道路，悬挂大红灯笼、五星红旗等。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自觉遵德守礼、
树立文明新风， 是每一名公职人员
的基本要求。 市交通运输局于日前
开展文明礼仪专题培训，80 余名干
部职工参加。
本次培训邀请市接待服务中心
党组成员、副主任伍赟担任讲师，为
大家作了题为《莫愁前路无知己》的
专题讲座。
伍赟结合多年在学校、共青团、
市委办、 接待办的工作经历和个人
心得，从接待礼仪的古往今来、公务
接待的服务规范、 个人基本礼仪三
个方面， 为大家系统讲解了礼仪发
展史、公务接待的规范要求、个人礼
仪常识等， 讲座引经据典、 风趣幽
默，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在现场
互动环节，通过与干部职工互动，她
细致讲解了站立、握手、电话、鞠躬
等礼仪注意事项， 让干部职工印象
深刻、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