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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暑假到来了，沈阳体育健身场馆
纷纷推出多种形式的文体健身活动，踢足
球、学游泳、练跆拳道等，去体育场馆运动健
身，也成为众多青少年过暑假的最佳选择。

孩子们说，运动强壮了体格，增强了意
志，也让他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度过假
期生活。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运动健身
乐享暑假

今日
评

PINGLUN

链接 LIANJIE

7 月 12 日，79 岁的高作智，把 42
年来珍藏的 26 件寻找杨运烈士亲人
的珍贵资料，捐赠给营口市档案史志
管理中心。

1977年，高作智根据从小就熟听的
万福县熊岳区（今营口市鲅鱼圈区）区
长杨运烈士在被围剿到最后一个人、失
去党组织监督的情况下，到老乡家里借
红薯充饥打欠条等事迹，写了小说《带
枪的人》，并在《辽宁日报》发表。《带枪
的人》发表后，却成了一则“寻亲启
事”。1978年 1月 8日，高作智接到了

《辽宁日报》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并
附信请他实事求是地给对方回信。

原来，河南偃师的读者杨万现看
了《带枪的人》后，觉得主人公杨运的

名字、年龄、经历都很像他的哥哥杨万
宏，杨万宏于1945年从陕甘宁边区赴
东北后就杳无音信了。杨运会不会就
是杨万宏？高作智要帮杨运寻亲。

之后两个月，高作智与杨万现往来
书信18封。高作智寄去了一张杨运在
东北工作时的全身照，这张照片让当时
76岁的杨母热泪盈眶，杨运正是让她惦
念半生，等了32年的儿子杨万宏。

1978年5月，高作智作为盖县（今
盖州市）县委的专门核查组成员到达
河南，拜访了英雄杨运的家，辗转找到
一个个证明人，填补了15岁的河南少
年杨万宏到 21 岁的东北杨运之间的
履历空白。1979年，盖县民政局向杨
运家属颁发了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荣誉

证明，并把杨运在当地的英雄壮举书
面报告给偃师县委，英雄故里为此召
开了庆祝大会。

1982年清明节，杨运的母亲冯雨
歌，千里迢迢来到盖县，在杨运公社举
行的盛大扫墓仪式上，数以千计的干
部群众聚在烈士墓前，同老人一起向
烈士英灵致哀。

此次高作智捐出的26件资料，将
42 年来“与烈士有关的日子”生动呈
现。营口史志工作者表示，营口新一
轮编写英模事迹的工作正在进行，因
为地势等原因，烈士墓已经三易其址，
新墓更显庄严肃穆，镌刻“杨运烈士永
垂不朽”的纪念碑高耸在苍山茂林之
间。高作智捐赠的珍贵资料，更加翔

实地还原英模足迹，为营口人民学习、
传承英模精神提供了力证。

捐赠26件资料 讲述寻找英雄亲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继驰

杨运，1924 年出生在河南省偃师
县缑氏乡官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8 年 小 学 毕 业 后 在 学 校 当 小 堂
役。1939 年，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
命。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
年，受党的派遣到东北地区开展工作，
被分配到万福县熊岳区任区委书记兼
区长。1946年12月21日，在同国民党
军和清剿队的周旋中，战至最后一人
负伤被捕。1947年 1月 17日，在熊岳
城外惨遭杀害，年仅23岁。

前日，家里来了
客人，想带着他们到
盘锦的红海滩、绿苇
荡看看。“已经去过
了。”客人笑着回答。

言谈之间，他们评价说，你们
的城市真干净，处处“表里如一”。
他们的由衷赞美，倒是让我眼前一
亮：对，带他们到农村转一转。

农村有什么转头？客人不解。
待驱车来到大洼区大堡子村，他们连
连惊叹：“真是想不到，这农村比城里
还有看头！”笔直干净的柏油路面，路
灯、排水沟、垃圾分类箱一应俱全。
屋里屋外，几乎看不到一点儿垃圾。

回程路上，朋友忽然说，垃圾
分类将来在全国推行后，要是能达
到这个水平，那真是太像样了。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正式实施。短短半个月时
间，关于垃圾分类的相关信息，数
次成为互联网等社交媒体热议的
话题、大众关注的焦点。

“上海人已经戒掉奶茶；国内首
个垃圾分类教育学校成立；你别笑，
下一个马上就到你的城市了……”
在传递到大众眼中的新闻里，折射
出来两个重要信息：垃圾分类，已
经进入强制时代；这项工作，将是

一场持久战。
朋友的话语不禁让我陷入沉

思。几年前，盘锦全域实施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之初，和上海的情形也很相
似。村民不理解，什么样的议论都
有，村干部的工作不好做，磨破了嘴
皮也收效甚微。但在一点点的坚持
中，村民从不支持到主动伸手，再到
自觉维护，一个个令外地人羡慕的新
乡村出现在盘锦广袤的土地上。

面对居民的抵触情绪和抱怨心
理，面对政策不配套、不完善的滞后
状况，盘锦的经验做法给人以启发。

一项工作实施后出现的问题、
困难，无论是一级政府，还是具体到
每一个人，都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
持续发力的韧性。浩瀚海洋，汇自
微小水滴；燎原之势，始于星星之
火。是不是也应该提倡“积小胜为
大胜”的理念，从小切口开始，从简
单问题入手，于点滴进步中，将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逐步引向深入。

目前，垃圾分类已在全省开始
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系统的流
畅运行，我们都是其中不可或缺、至
关重要的一环。每天都做一点，每
天做好一点，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一
个台阶，定能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
量，打赢垃圾分类这场持久战。

垃圾分类
应注重“积小胜为大胜”
刘立杉

本报讯 近日，丹东市消防救
援支队面向全市 117 家公安（边
境）派出所开展三级消防管理工作

“大轮训”，积极破解三级消防管理
工作的瓶颈难点，全面提升基层派
出所三级消防管理工作水平。

基层派出所处于消防工作前
沿，与辖区百姓的日常防火安全息
息相关。为此，丹东消防各大队针
对一些工作难度较大、工作条件相
对艰苦的基层派出所建立带教基
地，各大队参谋和消防专兼职民警
一同实地对三级消防列管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通过轮换带教、定期
讲评切实增强基层民警的消防安
全执法能力。此外，丹东消防救援
支队对三级消防管理部门在集中
培训的基础上，开展“互动式”教
学，将教学成果从“课上到课下延
伸”。除课上现场解答、请部分派
出所民警分享成功经验外，课下还
通过分组讨论、实地指导的形式沟
通交流，结合收集的反馈、发现的
问题、总结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工
作机制。

赵福来 本报记者 王卢莎

丹东对派出所进行消防管理轮训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 刘乐报
道 7月17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
日前，沈阳市14家公证机构在全省率先
开通“公证云”电子数据保管业务，今后
沈城企业和市民可通过登录12348辽
宁法网、“公证云”官网、“公证云”APP
手机客户端、微信城市服务，享受电子
证据保管、证据保全等互联网公证服
务，为知识产权设立、流转、权利救济、
争端解决等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

“因电子数据具有易变性、无痕性、
开放性的特点，存在被他人非法获取或

篡改等风险，再加上企业或个人通过手
机拍摄的照片、留存的网页或者是录下
的对话，一拿到法庭上，就遭遇对方的
质疑，证据能力很难被法律认可。”省司
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公证云”电子数据保管业务
的开通，则可轻松解决这些问题。记者
了解到，“公证云”是国内首个为公证处
和公证用户量身定做的在线公证平
台。目前，“公证云”平台主要提供的服
务有在线预约、在线申办、电子数据保
管等，系统参照公证业务及管理的法律

法规和业务程序，涵盖了公证业务办理
的主要内容，涉外和国内近30种公证都
可以在网上申办。

以前各个公证处也都依托“公证
云”推出了微信公证预约、网上办证等
便民服务，本次拓展将使网上办证功
能更加强大。据介绍，“公证云”的电
子数据保管有手机拍照、电话录音、现
场录音等功能，采取数据同步加密上
传云端，与公证机构无缝对接。当事
人通过手机拍摄照片、网页截屏等把
电子数据信息直接上传到系统后台进

行存证，防止当事人篡改，保证证据的
权威性。如果当事人觉得需要出具正
式公证文书，可在线向公证处申请出
具公证书。全天 24 小时自主完成证
据保全，固定证据，将大大方便沈阳企
业和百姓实时维权。

据悉，日前，沈阳市司法局、沈阳市
公证协会印制了10万份“公证办证指南

（网上办证）手册”，方便当事人办证。
下一步，省司法厅还将在全省范围内
拓展网上办证功能，扩大网上办证范
围，实现“足不出户、公证到家”。

沈阳开通“公证云”电子数据保管业务
市民可用手机拍照、录音、截屏等方式固定证据

本报讯 记者陶阳 丁冬报道
7 月 17 日，记者获悉，沈阳市将在全
市建设优质示范性普通高中、优质
特色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教育教学
改革典型校、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
导 典 型 校 和 普 通 高 中 优 秀 学 生 社
团，实现普通高中教育优质、特色、
多样化发展。其中，沈阳市将“优”
中选“特”，在优质高中里每年选出
20 所优质特色高中，这些高中的特
色课程将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职
业院校、企业和社区等合作建设，学
生将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为进一步推动优质普通高中特色
建设，沈阳市计划到明年，全市所有市
级标准化高中在课程建设、课堂教学
等方面都能形成明确的办学特色，并
按照每年 20 所左右优质特色高中的
建设速度，到 2022 年，在全市 81 所普
通高中中，建成优质特色高中60所左
右。同时，沈阳市还将每年创建10所
教育教学改革典型校，推动这些学校
在教学模式改革、课程建设、数字化建
设等方面先试先行；每年评出40个普
通高中优秀学生社团，三年实现“每个
学生至少参加一个社团，每校至少有

一个市级优秀社团”。沈阳市日前出
台的《沈阳市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创建
工作行动计划（2019—2022 年）》明
确，到 2022 年，所有优质化高中在课
程建设、课堂教学、学科建设等方面都
能形成明确的办学特色，学校特色项
目覆盖率达100％。

据介绍，优质特色高中必须开齐
国家规定的各类课程，在语文、数学、
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学、技术、艺术和体育与健康
学科中，根据自身办学传统、学科优势
以及学校的软硬件资源优势，依据高

考改革要求，打造一个至两个特色学
科或特色学科组合，组建特色学科团
队，建立特色学科课程体系，培育学科
教学特色，培养学生学科修习特色，满
足学生的选课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优质特色高中还
将在特色课程建设中利用地域特点、
校外教育资源拓展课程的广度和深
度，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职业院
校、企业和社区等合作开设特色课
程，开发展现学校特色、满足学生发
展需求的校本选修课，为学生提供更
多发展机会。

“优”中选“特” 内容多样

沈阳每年要建20所优质特色高中

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中国人就要给中国
数学争一席之地，要配得上国家的
崛起！”7 月 10 日，在 2019 年全国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大连理工大学
分营的开营第一课上，中国科学
院院士、85 岁高龄的钟万勰教授
为参加科学营的高中生们，作了
题为“辛数学及其工程应用”的专
场讲座，满满的家国情怀、厚重的
传统文化底蕴、深植的红色基因，
都让在场的高中生热血沸腾，备受
鼓舞。

钟万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计
算力学专家，他在国际上首次建立
了离散的“辛数学”体系，成为世界
力学领域崭新的标志性成果，对于
推动计算力学在我国工程界广泛
应用起到了重大作用。

讲座中，钟万勰从应用数学切
入，从中国数学的文化之“根”谈
起，讲述“辛”的来源，指出中国的
崛起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靠多方齐
努力，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他激
励学生们坚定文化自信，要坚持挖
掘、继承、品味、提炼、融合近代数
学，努力将中国数学发扬光大，顺
应时代潮流，推动中国崛起。

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是由
中国科协、国家科技部主办，大连
理工大学分营由辽宁省科协、省教
育厅及大连理工大学共同承办，旨
在引导和激励广大中学生走近科
技、了解科技、参与科技，不断强化
意识，拓宽思维，开阔视野，提高科
技创新和实践能力。

冯立芳 本报记者 杨丽娟

85岁院士为高中生讲“辛数学”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7
月 16 日，辽阳 1652 名城区环卫工
人收到来自新华保险的关爱：每名
环卫工人获赠10万元保额的意外
伤害保险，总保额1.65亿元。

“城市因你而美，新华伴你而
行”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
动是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会的
主打项目，由新华保险通过公益基
金会向环卫工人每人赠送10万元
保额的意外伤害保险。项目自
2017年8月启动以来，已向全国78

个大中城市的近65万名环卫工人
赠送累计保额超过 645 亿元的意
外伤害保险。目前，这个项目已完
成理赔 82 例，累计赔付 738 万元，
惠及全国30个城市的82个环卫工
人家庭。

此次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卫
工人大型公益行动辽阳站活动的
开展，为辽阳环卫工人家庭戴上

“安全帽”，为环卫机构安上“稳压
器”，也传递了爱心，将惠及辽阳城
区1652名环卫工人。

辽阳1652名环卫工
获赠意外伤害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