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老师，您还教我们吗？”“我们的班主
任张老师真的很好”……这样稚嫩、甜美的声
音三十三年来一直充实着他的生活，这些学
生如天空中点点繁星，装饰着他的教育梦。
三十三年来，他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多次被
授予市镇两级“优秀教师”、“我喜爱的好老
师”和市语文名师工作室“优秀研修员”等荣
誉称号。发表教育教学论文、散文随笔百余
篇。他就是洪湖市 2016 年“师德先进个
人”——新滩镇中心学校教师张宽胜。

自1983年从教以来，他一直担任班主任
兼语文教师。始终以校为家，把整个身心都
投入到教育教学的工作中成为他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工作中，他出满勤，干满点，从
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私事请过一天事假。由于
他的无私奉献，潜心钻研，他的班级常常被学
校评为“流动红旗”班级。后来由于超负荷的
工作，2006年3月他得了严重的萎缩性胃炎，
他边治疗边工作，从没给学生落下一节课。
到现在为止，他的萎缩性胃炎时常发作，但并
没有因此要求学校的特殊照顾。目前，他执
教一个班的语文课，另一个班的历史课，还兼
任学校通讯报道和文字资料编写工作。

他内心装着学生，从没有在学生身上去
寻找赚钱的门路的想法。他的妻子有时埋怨
他不会找些门路去赚点外快，他却说：“我既
然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选择了平淡，只
要心里有学生，只要自己的工作上干得有成
果，有业绩，就是一个富裕之人。”他认为：一
个人的幸福不一定要靠有钱有势，幸福是自
己个人内心的感受，只要自己觉得内心满足，
就是一日三餐享用粗茶淡饭也是快乐的。他
也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布衣暖，菜根香，读书
滋味长。

“教师既是师长，又是严父慈母。”在他的
教学生涯中，始终坚守这个观念。他平时对
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从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
生。对犯过错的孩子总是耐心地说服，细心
地教导，真心地呵护。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就是：既然自己的孩子有过错，那么学生
有过错也是很正常的。因此不能紧紧抓住学
生的过错不放，要宽容地对待学生的过错，给
他们改正过错的机会。

碰到一些父母长年在外的留守学生，他
视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倾注了他特别的爱。
有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留守学生无钱购买学

习用具，他二话不说，掏钱给他们买本子和
笔。他还经常收留一些留守学生在家吃午饭
却从来不收一分钱。

学生王梅平时在上课时非常反常，她时
常在张宽胜的课上无精打采，作业也不认真
完成，有时还拉同桌讲闲话，严重影响其他同
学的学习。后来他借这名学生打扫教室的机
会，和她倾心交谈，得知这位学生的妈妈是个
聋哑人，爸爸没有固定职业，爱喝酒。王梅已
经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不想读书了，在学
校里混一天算两个半天。了解这样的情况
后，他马上到王梅家去走访。王梅的父亲对
他的家访并不热心。他作出一个决定：将王
梅接到家里，就当多养了一个女儿，直到她初
中毕业，学习生活上的所有费用都由他负
担。自从王梅到张宽胜家生活以后，不到两
个月，学习成绩一跃全年级前十名之列，后来
考取了洪湖市一所普通高中。

他说：一个人能在工作中充实自己，就能
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对待自己的教学
时，可谓精雕细琢，仔细打磨。

为了备好一节课，他要花费很多休息时
间。有时在坐公汽的时候，也在琢磨自己的

教案有没有什么漏洞。在潜心抓自己教育教
学的同时，从未放松自己的业务学习。他家
里有一个较大的书柜，里面的书装得堆不下
了，连床头枕边等空处放的都是书。一有空
他就拿出心爱的书籍阅读。他的阅读范围相
当广泛，文史哲、教育教学书籍无所不读。不
但如此，他还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
积攒起来足有十来本。这些都成为他在教育
教学工作中的无价之宝。

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开始，张宽胜就深
深地明白教师的职责：一手托着孩子的现在，
一手托着孩子的明天，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
子有多重。三十多年来，张宽胜毫无怨言地
一心一意耕耘在三尺讲台上，用真情和爱心
浇灌着一颗颗稚嫩的幼苗。自己只是做了该
做的事，离成功还很遥远。他下定决心用自
己毕生的心血和汗水继续谱写教书育人的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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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市举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纪念邮票首发式暨丙申年秋季集邮品鉴会 范礼平调研驾证考试业务下放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廖丽萍）10月27日，洪湖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范礼平，政委曾勇、副局长徐述才一行实地调研
小型汽车驾驶证考试业务下放洪湖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前
期工作情况。听取了大队长王功武汇报了近期小型汽车
驾驶证考试业务下放、交通管理指挥平台建设方面的工
作情况。

范礼平要求大队以考试业务下放为契机，将交通管
理指挥平台、社会化考场监管平台、检车平台建设结合起
来，进一步贯彻落实便民利民措施，按照“严训、严考、严
管”的要求，加强驾驶人源头管理，深入推进交通管理工
作和交警队伍建设。

大队部署下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曹军）10月25日，洪湖交警大队召开

业务工作推进会，通报2016年1月-10月期间六个中队的
现场执法、装载执法、涉牌涉证、酒驾等业务数据排名情
况。各分管大队长和业务科室负责人分别就前段重点工
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汇报，并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
施。大队就秩序类各项业务工作任务作了详细安排，并
将下阶段需完成的各类数据指标分解至六个中队及白庙
服务站。

一中队集中整治城区交通秩序
本报讯（通讯员刘东）从10月15日至10月24日，一

中队集中开展了为期10天的城区交通秩序整治行动。整
治行动中，民警通过吹哨子、喊话提醒、现场纠违、非现场
执法抓拍等手段，加强对行人不遵守信号行为查纠力度，
提高市民的文明出行意识，确保城区主要道路畅通有序;
与团市委联手，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挑选出21名青年志愿
者，在城区开展文明交通安全行劝导活动。通过10天的
集中整治，城区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车辆停放有序，
行人遵守交通法规的比例逐日上升。

三中队召开业务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徐洪文）10月26日，三中队召开业务

工作推进会，查短板，找原因，拿措施。中队长张建军通
过大队统计的数据分析，三中队在一般办案程序、酒驾和
醉驾项目排名靠前，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简易程序方
面，大大落后大队平均水平。张建军希望中队干警提高
争先创优认识，发扬成绩，努力工作。争取在12月20日
之前各项业务工作达到大队平均水平。

六中队及时救助一落水驾驶员
本报讯（通讯员陈俊桥）10月19日13时许，沙口镇红

卫闸河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冲入河中。六中队接警后火
速赶往现场。身绑绳索下河查看，在车箱后面发现了一
中年妇女。在现场群众的帮助下，将冷得瑟瑟发抖的女
驾驶人救助上岸，因抢救及时，伤者无生命危险。经询问
得知，驾驶人因雨天路滑，不小心冲到了河里。

用情耕耘 精心播种
——记洪湖市2016年“师德先进个人”张宽胜

□ 通讯员 肖亚丽

扎根基层 做幸福的教书匠
爱生如子，做快乐的摆渡人

不忘初心 做笃定的燃灯者

本报讯（通讯员刘德鑫）10 月 22 日，《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首
发式暨丙申年秋季集邮品鉴会在洪湖市邮政
大楼三楼会议厅举行。这次活动由荆州市邮
政分公司主办，中共洪湖市委党史办公室、洪
湖市邮政分公司、洪湖市集邮协会承办，洪湖
市收藏家协会、洪湖市第二小学协办。

会场布置庄重明快。背景墙上，炫丽的霞
光映照着红军战士为了实现创建新中国的理
想和信念而艰苦跋涉、奋勇前进的形象，中间
位置醒目地标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
十周年》纪念邮票首发式暨丙申年秋季集邮品
鉴会”主题。会场两侧，悬挂着对联“不忘初
心，同走长征路；欢欣盛会，共抒邮苑情。”

洪湖市档案局局长、中共洪湖市委党史
办公室主任李立洪，洪湖市档案局总编审李
刚及400多名洪湖市集邮协会会员、热心市民
参加首发式。

8 时 30 分，100 名优秀少先队员整装入
场。同学们朝气蓬勃，神采飞扬。代表红旗
的一角、是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红领巾飘动
在少年的前胸，他们的到来受到大家的热烈
欢迎。同学们走到台前，给前排就坐的领导
和嘉宾系上红领巾。

9时零8分，首发式开始举行。
荆州市邮政分公司邮资票品局局长黄林

宣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关于发行《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的通告”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关于同意在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举办《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首发式的批复”。

洪湖市档案局局长、中共洪湖市委党史
办公室主任李立洪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
说：“今天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纪念日。举国上下都在以不同形式庆祝中国
革命进程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庆祝以毛泽东

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取
得的伟大胜利。洪湖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洪湖地区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谱写了震撼全国，流韵万代的
篇章。1930年7月7日成立的红二军团是贺
龙、周逸群和段德昌亲手缔造并发展壮大的
革命队伍，这些在湘鄂西苏区血与火的战斗
中锤炼出来的红军战士，成为了红二军团的
中坚力量。1932年，为了顾全革命大局，减轻
中央红军的敌情压力，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
坚持在湘鄂川黔边区进行斗争，直到中央红
军到达陕北后，才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
桑植出发，开始向贵州转移。1936年7月，红
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红
三十二军在甘孜组成
红二方面军。1936 年
10 月 22 日，红二方面
军抵达甘肃会宁东北
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
军胜利会师。在长期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时期，曾经在洪湖地区
工作、战斗过的党的高
级干部有贺龙、任弼
时、关向应等多人，从
湘鄂西苏区走出的开
国将帅有67人，其中长
征中的著名将领、洪湖
籍人士黄新廷、杨秀山
被授予中将军衔，王全
国被授予少将军衔。
中共洪湖市委、市政府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老
区革命传统的传承，湘
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
念园和瞿家湾革命烈

士纪念馆相继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共洪湖市委党史办公室是研究地方党史的
机构，‘存史、资政、育人’我们责无旁贷。今
天，我们和大家一道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的成功发行，在此之
际，回顾洪湖籍开国将领以及无数革命战士
在长征路上的经历，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
在九十五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
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
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
的历史贡献。我们一定要继承党的优良传
统，发扬长征精神，更加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论述，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前进！”
洪湖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王泽松将100

册《学生成长纪念邮票册》赠送给洪湖市第二
小学与会的少先队员。

9 时 50 分，李立洪、黄林、王泽松等共同
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
票揭幕。会场上群情激昂，欢呼声、掌声经久
不息。少先队员们朗诵起《红色的史诗》，少
年的激情使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人民的
希望，让理想信念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的希望！

首发式结束后，丙申年秋季集邮品鉴会
开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等
系列邮品受到普遍欢迎，销售场面十分火爆。

本报讯（通讯员何彦春）中华中医药学
会第二十次风湿学术会议暨优秀学术论文、
优秀风湿病工作者颁奖大会于 10 月15 日在
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500多名专家、教授
和代表参加会议。市中医医院周祖山院长作
为湖北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主任委员受
邀出席本次会议，并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风
湿病优秀工作者”的称号。

学术会议上，周祖山作为特邀嘉宾主持

了美国 Irwin Jon Russell 教授和中国科学研
究院广安门医院冯兴华教授的专题演讲；在
优秀学术论文及优秀风湿病工作者的颁奖大
会上，周祖山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优
秀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全国仅有20人获此殊
荣。

此次会议是全国中医风湿病大会召
开以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投稿和
交 流 论 文 数 量 最 多 、内 容 最 丰 富 的 一 次

中 医 风 湿 病 学 盛 会 ，必 将 对 推 动 我 国 中
医 风 湿 病 学 的 快 速 发 展 起 到 深 远 的 影
响。

周祖山荣获国家级学会优秀工作者称号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本报讯（通讯员兰博
李娟）10月28日，在“洪湖市
首届职工运动会广播体操
表演赛”中，洪湖市国税局
代表队以96分的绝对优势，
勇夺比赛一等奖。

此次比赛由洪湖市总
工会主办，主要表演第 9 套
广播体操，全市共有 6 支代
表队参赛。洪湖市国税局
代表队21名干部，身穿红色
棒球服，黑色运动裤，白色
运动鞋，踏着轻盈、整齐的
步伐走进赛场，“为国聚财，
繁荣洪湖”的口号响彻全
场，俨然成为整个赛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像是一
支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传递
着国税精神。

在轻松而舒缓的音律
中，运动员昂首挺胸，伸臂，
扩胸、转体、踢腿、弯腰，把
广播体操的力与美完美地
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了洪
湖国税干部职工良好健康
的体魄和积极进取、团结协
作的拼搏精神，赢得了现场
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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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容超 刘红兵）洪湖农商
行将践行普惠金融和助力精准扶贫相结合，
全面实施“金融服务网格化”战略，全力助推
精准扶贫攻坚战。

上门走访服务，精准实施脱贫策略。该行
抽调信贷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先后走访曹市向
前村、庙湾村等贫困村，建立农户经济档案，找
准农户金融需求“期盼点”，在走访基础上因

“人”施策，针对不同客户量身定制服务内容。
截至9月底，已建立贫困户档案2061份，发放
扶贫贷款169户，涉及金额873万元。

金融网格服务，精细构建脱贫网络。该
行以基层网点为依托，以金融服务网格化工
作站为支点，以信贷经理与金融网格员为骨
干，构建起一张精细的金融服务“脱贫网”，打
造实打实和“接地气”的普惠金融服务。截至
目前，已建立金融服务工作站400个，常驻信
贷经理及网格员65人，为辖内11万居民提供
足不出户的金融服务。

履行社会责任，精心落实帮贫结对。该
行严格按照地方政府“一户一对接”要求在指
定村组驻点帮扶，机关14名党员干部对接帮

扶18户贫困家庭，向贫困家庭捐款捐物达1.3
万元；同时充分发挥基层支行自主作用，辖内
茅江支行、螺山支行等均在中秋节、重阳节期
间走进福利院开展不同形式“敬老爱老”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加大基础投入，精诚打造脱贫规划。今
年4月18日，该行捐赠向前村基础设施建设
款近3万元，用于通村公路硬化改造。与此同
时，该行与村“两委”确立了今后3年建立20
万元扶贫基金的扶持计划，确立了培育创新

“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意见。

洪湖农商行精细服务精准扶贫

遗失声明
广东省清远市建设工程公司洪湖分公司不慎遗失其登

记坐落为洪湖市一桥头西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
为洪湖国用（1998）第011142023号，特此声明作废。权利人
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
利人自行承担。

洪湖市金长江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其登记坐落在洪
湖市府场镇中华路的《商品房首次登记不动产权属证明》，不
动产权证书号为鄂（2016）洪湖市不动产权第0000923号，特
此声明作废。权利人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
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洪湖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不慎遗失《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动物 B 号段若干份，证号为：4203000101——4203000150 、
4203000151——4203000200、 4203000351——4203000400、
4203000401——4203000450、 4203000751——4203000800、
4203000801——4203000850、 4203000951——4203001000、
4203001001——4203001050、 4203001151——4203001200、
42023001201——4203001250、 4203001251——4203001300、
4203001301——4203001350、 4203001401——4203001450、
4203001451——4203001500、 4203001551——4203001600、
4203001601——4203001650、 4203001651——4203001700、
4203001801——4203001850、 4203001851——4203001900、
4203001951——4203002000、 4203002001——4203002050、
4203002051——4203002100、 4203002101——4203002150、
4203002151——4203002200、 4203002301——4203002350、
4203002351——4203002400、 4203002401——4203002450、
4203002451——4203002500。

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朱宇文不慎遗失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为：13800120406001222，特此声明。

洪湖市农业技术服务公司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正副本，证号为：事证第142108300179，特此声明作废。

洪湖市农业技术服务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为: 181770134，特此声明作废。

洪湖市滨湖建设管理所不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正副本，证号为：事证第142108300247号，特声明作废。

新堤兆鑫汽车修配经营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为：421083600173377，特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赵美蓉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21083800014599，特此声明作废。

荆州普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惠民店不慎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为：鄂CA7163583，特此
声明作废。

洪湖市晨光智能幼儿园不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法
人）登记证书正本，证书编号为：洪民证字第D7010047号，特
此声明作废。

湖北中储粮洪湖直属库不慎遗失港口经营许可证正本，
证号为：NO42004098，特此声明作废。

湖北百斯特高新炼化装备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司公章、财
务公章、法人章一套，现拟启用新公章。特此声明。

2016年11月4日

公 告
根据《中共洪湖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洪湖市人

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洪发【2015】
6号）精神，洪湖市商务局转变为市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机
构 。 原 洪 湖 市 商 务 局 事 业 单 位 法 人 资 格 证（编 号 ：
142108300696）自公告之日起作废。特此公告。

洪湖市商务局
2016年11月4日

洪湖
交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