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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茂名市 鸿 泰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粤 K21048 车 的 道 路 运 输

证，证号：440900015723，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彭 国 游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440902200608102815 ，现 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烟草专卖局城区专卖

管理中心稽查员肖伟木遗失行

政执法证，号码：0276244，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水兴大

锅狗店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证号：JY24409020043200，现声
明作废。

2022年9月26日

寻亲公告
王智泽，男，出生日期：2015年8月9日，于2015年

8月 9日在化州市长岐镇长岐卫生院门口拾到。请亲

生父母见公告后持相关证件前来认领，联系电话：

18319235889。
公告人：王理荣

2022年9月22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德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证 ：

91440900595882451P，现声明作废。

2022年9月26日

遗失声明
茂名市德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2022年9月26日

在茂南区苏上学社区，苏华
成一家是出了名的“好家庭”，邻
里街坊公认的“好榜样”。这个文
明、有爱的三口之家，丈夫苏华成
为人宽厚热心助人，满身正能量；
妻子杨悦扎根教育事业，满腔热
忱；儿子向上向善向美，可爱又懂
事。他们以“小家大爱”诠释幸福
模样，用生活中平平凡凡的事、点
点滴滴的情，传递崇德向上、见贤
思齐的“家”力量。

56名孩子的“苏爸爸”

2018 年 8 月，苏华成被任命
为茂南区社会福利中心的负责
人。该中心是一年 365 天、每一
分每一秒都不打烊的单位，苏华
成把中心当成了第二个家。

不让一个孩子饿着冷着、处
处为孩子们着想、帮助孩子们更
好地融入社会，苏华成与工作人
员发自内心地爱护孩子们。中午
12：00-12：45，是苏华成与孩子
们相约的家庭欢乐时光，彼此嬉
戏、唱歌、看动画片、讲学校趣闻、
商量周末家庭日的安排和谈心
等，温馨又暖心。

每个月，苏华成拿出自己工
资的10%作为活动费用。他共组
织超过 250 场关爱孩子的活动，
希望孩子们能过上普通家庭般的
生活，拥有美好的童年回忆。在
义工的帮助下，苏华成带着 6 名
福利孩子到大学里讲故事，感动
众多学子。从此，福利中心多了
一道新的风景线——来自广东石
油化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献爱
心。周一至周五晚，大学生们轮
流到福利中心辅导写作业；每周
六，志愿者们给孩子们开展美术、
音乐、手工、游戏等课程，丰富且

多彩。
付出了爱，也收获着爱。苏

华成被福利中心的 56 名孩子称
为“苏爸爸”，是孩子们心中信任
着的亲人。如今，苏华成虽被调
往其他单位工作，但他的心中始
终牵挂着孩子们。他说：“就算我
不在福利中心工作了，也会持续
关注孩子们的成长。结缘了，便
是一辈子的事情。”

夫妻恩爱共同进步

苏华成夫妻之间互相欣赏，
在不断学习中加深感情，是彼此
的灵魂伴侣。他们有着共同的目
标：经营好家庭并将所学知识回
馈社会。

杨悦是苏华成的妻子，热爱教
育事业，被学生称为充满正能量
的老师。她还热心公益事业，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推广亲子阅
读与家庭教育。周末，她带着儿
子到图书馆为孩子们开讲公益故
事会150场；策划组织四届全市性
亲子阅读打卡活动，带动近 3000
个家庭开展亲子阅读。

2018 年，杨悦被茂名市广播
电台邀请做亲子节目的客座主持
人。共60期家庭教育节目里，杨
悦不遗余力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
观，受益人群过万。不仅如此，杨
悦还在市妇联公众号上开播家庭
教育微课，为有育儿烦恼的家长解
疑答惑，成为很多家长的知心朋
友。她倡导“父教”理念，讲述优秀
爸爸的育儿故事，带动更多爸爸们
参与到家庭教育和亲子阅读中。

近年来，苏华成先后考取国
家高级公共营养师证、广东省婚
协家事调解员证，于今年收到理
想院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杨
悦热衷于学习儿童阅读和家庭教
育的相关课程，先后取得儿童正
面管教讲师证、中国家庭教育指

导师证、正面管教家长讲师证、婚
姻长乐讲师证。学习进修期间，
他们遇到困难总会积极面对，共
同商量，找到兼顾家庭的办法。

在亲朋好友眼里，苏华成与
杨悦的相处模式是婚姻最美的样
子。2020 年 2 月，这对夫妻被当
地婚姻登记处聘为幸福学堂的公
益讲师，传播经营和谐婚姻之
道。谈到自己的爱人，苏华成难
掩笑意：“我最喜欢和太太夜晚促
膝长谈，我觉得每一次和她的聊
天都是对我生命的滋养。”

爱是最美的家风

在苏华成和杨悦的言传身教
下，儿子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经常

主动为父母按摩、分担家务。夫妻
俩重视和孩子共同成长，通过带孩
子到农村里插秧、收割稻谷，让孩
子知道“粒粒皆辛苦”。他们常和
孩子利用废旧物品做手工，乐享简
单朴素的亲子时光，在孩子心里留
下绿色环保的种子。

记者了解到，苏华成一家的藏
书非常多。夫妻俩与孩子坚持“亲
子阅读”已有八年，还设家庭会议、
家庭日、家庭公约，以及阅读角和
家庭冷静太空等，让孩子学会管理
自己的情绪，具备同理心。在读小
学的儿子独立自主，学习时认真
学，玩耍时尽情玩，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多次被学校评为“家务小
能手”、“自理小达人”。

百善孝为先。苏华成孝敬父
母、和睦亲人。每当父母有不舒
服，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身边照
顾。他像亲儿子一样照料中风的
岳父，运用所学的心理知识温暖
他，陪伴他走过治疗的最艰难时
期，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岳父
称苏华成为大家庭的“定海神
针”，只要有他在，就让人很安
心。此外，苏华成还常常资助村
中需要帮助的老人，给予力所能
及的帮助，深得村里人的认可。

在苏华成一家中，爱是最美
的家风。他们每位成员都在用心
营造着家庭的和谐，以淳朴的“好
心精神”传递满满正能量，用爱弹
奏起幸福与美满的乐章。

茂名市文明家庭苏华成一家：

以“小家大爱”诠释幸福模样
本报记者 杨珮珮

■记者 谢力忠

本报讯 近年来，电白区那霍镇水石村
充分运用积分制、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
会、村规民约等方式开展移风易俗，破除陈
规陋习活动，该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一个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已初见成效。

据了解，该村以打造美丽宜居先行示
范村为导向，以农村垃圾处理、村容村貌
提升、村民观念意识转变为重点，推动整
治工作常态化、管护机制长效化，切实发
挥村级党组织引领带动作用，探索建立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积分奖励和红
黑榜公示机制，激发村民的主动性、积极
性，树立“人人参与、实干得利”的鲜明导
向，推动村民从“一旁看”转向“一起干”，
由“要我做”变为“我要做”，切实提升民主
管理水平，最大限度激发农村活力，构建
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为加快建设美丽宜
居水石村，打造那霍镇乡村振兴先行示范
村提供有力保障。

由水石村委会组织，面向水石村全体
村民按“一户一卡”的形式进行积分统计，
家庭成员个体积分和家庭户积分的总和即
为该家庭积分卡总积分。积分来源包括每
季度家庭环境卫生评比、参与村委会组织
的环境整治活动等，所得积分可在乡村振
兴积分超市兑换相关日用品。

水石村在开展积分评定的同时对水石
村全体村户房前屋后环境卫生管护情况、
乡风文明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价，对分数低
于60分且限期整改未完成的村户，列入黑
榜名单，取消一切评先评优资格，由村两委
入户约谈；对分数高于80分且排名在全村
前 10 名的村户，列入红榜名单，每季度最
高加100分积分，并通过广播、媒体等途径
广泛宣传。红黑榜每季度张榜公示5天。

此外，该村将积分卡奖励和红黑榜公
示机制的推广宣传融入到村民会议、志愿
者服务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各项活动之中，
充分利用微信群、电子
屏、宣传资料进行宣传，
提高群众知晓度、参与
度和满意度。以户为单
位，实现积分制度全覆
盖、积分兑换全记录、红
榜黑榜全公开，确保相
关制度推行公平公正。

电白区那霍镇水石村

人居环境整治长效管护
推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记者 张伍 通讯员 林路欢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特殊群体的幸
福感，日前，高州市石仔岭街道联合茂名市
残联、南珠居委会，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为载体，在石仔岭街道南珠社区开展为精
神病患者送爱心甜点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以甜点为契机，与患者
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鼓励患者
积极接受治疗，同时也祝愿患者早日康
复。患者表示，此次送甜点让他们感受到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尊重、关心和关怀。群
众吃在嘴里，甜在心上。

在服务精神病患者方面，石仔岭街道
坚持上门排查，定期发药，陪同认定，全程
跟踪，确保符合条件的群众能最大限度享
受政策扶持。街道公共服务办干部表示，
当前群众对认定精神病还存在一定的顾
虑，导致有些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期。这
次送爱心活动可以拉近干部与群众的距
离，让群众不止“看得见”，还能“信得过”，
打消群众顾虑，让该认定的患者尽快认定，
能医尽医。

通过这次活动，让广大群众关注到精
神残疾这个群体，给予他们更多的包容和
尊重，也呼吁社会广大热心人士，为他们提
供更优质的资源和帮助，多方协力，共同构
建和谐稳定团结美丽的社会。

石仔岭街道开展志愿服务

巧手做甜点 让温暖传递

苏华成一家三口。

扫一扫 看视频

村干部向村民讲解村规民约。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云杰 摄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红莲

本报讯 昨晚，“碧桂园·公
园学府”第二届少儿才艺大赛初
赛(鳌头镇赛区)在茂南区博物
馆古衙门碑匾展分馆举行。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喜雨》《喜鹊
喳喳喳》《籺乐》《归盼》4个节目
晋级大赛半决赛。

据悉，自大赛启动报名以
来，茂南区鳌头镇各幼儿园、学
校以及艺术培训机构等积极响
应，共有 19 个节目报名参赛。
晚上七点半，随着独舞《123 我
爱你》的伴乐声响起，比赛正式
拉开帷幕。紧接着，群舞《木兰
说》、声乐表演《老鼠吹大牛》、
朗诵《七律·长征》、钢琴《贝加
尔湖畔》等节目轮番登场。台
上小选手们尽展自信魅力和才
华，精神面貌蓬勃向上，台下观
众掌声欢呼声齐发，将场内气氛
点燃，活动现场成为了一片欢乐
的海洋。

当晚，大赛现场热闹非凡，
座无虚席，比赛尚未开始，许多
观众就早早来“霸好靓位”看比
赛。1 号选手的岑文静的空中
舞蹈作为开场舞，台风稳不怯
场,引得现场欢呼连连，为后面
的节目奠定了活力热烈的基
调。岑文静比赛时,妈妈坐在台
下静静陪伴 。柯妈妈说：“这已
经是孩子第三次参加比赛了，她
以前还获得过茂名市舞蹈比赛
的一二等奖。让孩子参加比赛

也是为了让她多练练胆量，培养
对艺术的兴趣，很感谢主办方茂
名日报社能搭建这个平台。”为
了能让更多观众足不出户就能
观看比赛，主办单位茂名日报社
还通过新华社“现场云”平台进
行视频、图文网络直播。

经过两个小时激烈的比拼，
评委现场选出群舞《喜雨》、群舞

《喜鹊喳喳喳》、群舞《籺乐》、独
舞《归盼》4 个节目晋级大赛半
决赛。此外，鳌头赛区还有 1个
晋级半决赛名额将由网络投票
产生，投票从 9 月 27 日开始，限
时 4天，所有未晋级节目都可参
加，得票最高的节目晋级半决
赛。广大市民可关注茂名日报
社旗下“茂名报米花”“茂名网微
茂名”等公众号平台推送，及时
为喜爱的节目投票，助力优秀节
目登上半决赛舞台。大赛最后
一场初赛将在茂名市区举行，敬
请大家持续关注。

大赛由茂名日报社主办，
茂名日报社传媒中心、茂名日
报社经济新闻中心承办，碧桂
园·公园学府总冠名。还得到
茂南区博物馆古衙门碑匾展分
馆大力支持。活动旨在培养少
年儿童的艺术修养，为其搭建
一个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用
美育滋养少儿心灵，让孩子在
比赛中亲近艺术、在角逐中体
验成长。

据了解，此次大赛总冠名
单位碧桂园·公园学府位于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茂南实验学校
旁，占地面积约 164 亩，2.8 容积
率，35%绿化率，户型有 90~177
㎡三至五房带装修产品。项目
配建九年一贯制公办中小学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茂南实验学
校，现已正式开学；此外，项目
还配建约 30000㎡碧湖公园、12
班社区幼儿园；是碧桂园在茂
名市区首个星系大作，公园学
府大城。

“碧桂园·公园学府”第二届少儿才艺大赛初赛（鳌头镇赛区）昨晚举行

亮出真功夫 秀出新风采

少儿才艺表演现场。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吴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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