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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所长，你还没喝我一口水呢
……”接到崭新的户口本，46 岁的黄
日良泣不成声。“五一”前夕，他终于
落户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华来镇高
台子村，结束了自己近30年的“黑户”
生活。

给黄日良送来户口本的桓仁满
族自治县华来派出所所长刘宵明说：

“老所长朱哨兵生前已经在帮黄日良
落户了，还没办完就牺牲了，我这个
接任者当然要完成老所长这个心
愿。”

随母迁居丢了户口
黄日良老家就在桓仁满族自治

县华来镇。三十多年前，父亲去世，
还不满 16 岁的他跟着改嫁的母亲到
了河北省玉田县。

不到一年他一个人回到了华来
镇，在跟母亲迁往河北的时候，迁移
证被母亲弄丢了，没有了户口的黄日
良留在了高台子村，成了“黑户”。村
里给他弄了个铁皮房住，平时靠在村
里打零工维持生活。

十多年前经人介绍，他和一名外
省女子成了家。2014年，黄日良的儿
子出生了。因为黄日良没有户口，妻
子又体弱多病没法回外省给孩子落
户，孩子也成了“黑户”。一转眼，孩
子6岁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没有户口
怎么上学啊？黄日良没有户口无法
享受救助。这时黄日良想到了要办
户口，找到了派出所。

补充办户口材料
成了朱哨兵的活

华来派出所内勤张振良说，黄日
良是2019年7月到的派出所，“当时只
有一张村里同意落户的证明，我告诉
他都需要补办什么材料，他就走了。”

朱哨兵给高台子村打电话，向村

干部详细了解了黄日良的情况。得
知黄日良家的困难，朱哨兵决定帮助
他尽快补录上户口，不仅能解决孩子
上学，还能让他享受救助待遇，也能
出门打工。

为了给黄日良补充办户口的材
料，朱哨兵多次向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咨询，到村里和派出所档案室查找黄
日良的老户籍底卡，又领着民警找知
情人做笔录……由于黄日良老户籍
底卡上注明迁出，需要证明黄日良在
河北省没有户口。

朱哨兵几经周折联系到了黄日
良迁往地河北省玉田县唐自头镇派
出所，向派出所领导说明了黄日良的
情况，请求当地派出所协助查询。唐
自头镇派出所把黄日良未落户的情
况形成材料传了过来。

30年的“黑户”
终于有了户口

因为新冠疫情暴发，给黄日良办
户口的事就暂时放了下来，朱哨兵把

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抗疫当中。
接任华来派出所所长的刘宵明

告诉记者，朱所长牺牲后，民警在整
理朱所长遗物的时候看到了黄日良
办户口所需要的相关材料，还不完
备。“我就跟大家说，这是朱所长生前
的心愿，我们一定要帮他完成。”

随后，刘宵明又带着民警到高台
子村，补充黄日良办户口所需要的后
续材料。

经过多次收集整理，确认没有问
题后上报到县公安局，又送到本溪
市公安局社区警务支队户政大队审
批。

4月28日，接到材料当天，本溪市
户政大队就审批完毕，刘宵明当天就
送到了黄日良家中。

刘宵明说，之后黄日良和孩子做
过亲子鉴定后，孩子的户口就可以办
理了，这也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
派出所还将联系民政部门，让黄日良
一家尽快享受该有的救助。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两任所长接力给30年“黑户”上户口

刘宵明把刚刚办下来的户口本送到黄日良手中。 警方供图

沈阳 128 路公交车驾驶员果建
峰，行车途中突发脑出血，在右上肢
不能动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乘客
的安全，靠着顽强的意志力，用尽最
后力气将公交车稳稳地停在路边，拉
紧手刹后打开车门让乘客转移到安
全地带。

昨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第
335 期评选结果出炉，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决定联合辽沈晚报奖励
公交司机果建峰 5000 元正能量奖
金。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在颁奖词
中写道：行车途中，公交司机突发急
病。那一刻，一车人的安全危在旦
夕。那一刻，承受巨大痛苦的他，却
用一系列拼尽全力的操作，让所有人
化险为夷。停车、开门、摆摆手让乘

客先下车……这些动作他曾重复千
万次，这一次，我们却读懂了他沉甸
甸的责任感，他无言背后让人泪目的
温情。有人说，人世间最美好的词汇
是虚惊一场。庆幸之余，我们必须向
靠一己之力逆转故事结局的他致以
深深的敬意！制服在身，责任在心，
果师傅，谢谢你，平凡岗位上，你是大
英雄！

昨日，沈阳 128 路公交车苏队长
介绍：44岁的果建峰从事公交司机行
业已经有 12 年了，“果建峰的工作表
现一直很好，对乘客热情服务，平时
为人处世都没说的。”

果建峰发病后用尽全身力气把
公交车停稳，拉住手刹车后打开车
门让乘客安全下车，这种敬业的行
为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得知果建

峰入院治疗急需费用，128 路公交车
所在的沈阳鑫畅巴士公司发起爱心
捐款活动，共筹集爱心款项 1.4 万余
元。

“果建峰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出院了，转到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昨日，果建
峰的爱人李静介绍：果建峰意识基本
恢复，只是说话还有些含混不清，能
够坐起来，可以吃流食了。

对于社会各界的关爱，李静非常
感动，“感谢辽沈晚报进行了报道，社
会上许多好心人捐献了善款，这是对
果建峰的鼓励和支持。能够获得天
天正能量的奖励，说明果建峰做的是
正能量的事，他做得对。希望果建峰
尽快康复重回工作岗位。”

辽沈晚报记者 王鹏 吉向前

突发脑出血拼尽气力停车
公交司机获得正能量奖金

既能拖地，还能“唱歌”，你见过
这样神奇的拖布吗？葫芦岛市一个
山里娃就有这本事儿，他凭借过硬的
吹奏绝活儿获赞“吹奏牛人”。

小伙叫赵磊，35 岁，家住葫芦岛
市建昌县雷家店乡。赵磊从小喜欢
乐器，后来四处拜师学会了多种乐
器。他善于吹唢呐、笛子、箫和葫芦
丝等。凭借着吹奏绝技，他多次登上
中央电视台、辽宁卫视和重庆卫视等
舞台。他还经常研究琢磨，喜欢创
新，总想研究出新的乐器。

前不久，他途经建昌县五金市场
看见了拖布，当时就来了灵感，心想能
不能用拖布来制作箫呢？于是他就买
了几把拖布。他去找车床师傅帮忙在
白钢质地的拖布管上打眼儿。因为白
钢管上打眼儿不好掌握分寸，很容易
跑偏，有时眼儿的距离打大了，有时眼
儿的距离打小了，浪费了 20 多把拖
布。尽管如此，他没有放弃，在经过两
三个月的试验后，终于在拖把上打出
了8个比较均匀的眼儿，又在拖布的顶
端安上一个塑料制的哨子嘴儿，“拖布
乐器”最终研制成功。

“拖布乐器”既能干家务，还能当
乐器，一举双得。尤其是拿着拖布在

小区里演奏时，当一首《沧海一声笑》
从“拖布乐器”里飘出时，大家惊呆
了，想不到普通的拖布还能演奏吹出

如此美妙的乐曲。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赵磊和他的“拖布乐器”。 辽沈晚报特派葫芦岛特约记者 靳诗宇 摄

拖布竟能“唱”《沧海一声笑》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全面开放餐馆等生活场所
开放运动场所、影剧院等
娱乐休闲场所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8日发
布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提到，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防控工作
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

对于疫情发生以来受影响
较大的餐馆、电影院、剧院等场
所，指导意见提出，按照相关技

术指南，在落实防控措施前提
下，全面开放商场、超市、宾馆、
餐馆等生活场所；采取预约、限
流等方式，开放公园、旅游景点、
运动场所，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等室内场馆，以及影剧院、游
艺厅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可
举办各类必要的会议、会展活动
等。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
春报道 近日，沈阳市铁西区对
全区 418 个老旧小区、398 个物
业园区进行深入排查，首批发
现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类等千
余个问题，目前已对其中的227
个进行了整改。

铁西区房产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首批排查发现的千余个
问题中，包括环境卫生类问题
373 个 、 基 础 设 施 类 问 题 312
个、文明素质类问题254个、公
共秩序类问题126个。目前已经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建档、
建立问题数据库，并开始逐一
整改、销号。

“楼内感应灯坏了有一阵子
了，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没有
维修。这次维修队的工作人员
主动为我们把感应灯修好了，
灯亮了，心就敞亮了。”光明新
村的一位居民说。为了让居民
出行安全，铁西区房产局对小
区内所有楼道的感应灯进行检
修，同时对园区坑洼路面、破
损井盖等基础设施进行维护。

据了解，为提高整改工作
效率，房产局联合下属房屋维
修中心，成立6个维修小组，对

排查过程中发现的环境卫生、
门窗污秽、墙面粘贴等简单问
题实行立行立改、现场整改；
对于外墙皮大面积脱落、破损
门窗更换等无法立即整改的问
题，依据工期设定整改时限，
由督导组动态监管，确保问题
如期整改。

同时，铁西区在排查中充
分发动物业企业，通过进一步
完善督导问责体系，对责任意
识强、工作落实到位的物业企
业给予正向激励。对不能及时
整改的物业企业，下达整改通
知并约谈物业经理。

铁西区房产局局长赵海群
介绍，本次大排查工作，将住
宅小区分为弃管小区、等级物
业小区、回迁小区、保障型物
业小区4种类型，采取等级物业
小区和回迁小区督导督办，弃
管小区和保障型物业小区与街
道社区配合联动的分类措施。
目前已完成227个问题整改。下
一步，还将继续加大排查和整
治力度，确保小区问题整改到
位，切实提升铁西区住宅小区
环境水平。

铁西区对住宅小区
进行分类排查 全面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