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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姜立峰 张卓 记者吴冰）近日，
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明仁派出所采取多种侦
查手段，24小时破获一起特大入室盗窃案，
为受害者挽回损失，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受到辖区百姓的称赞。

7月23日下午，这个所接到辖区居民
王某报警，称放在自家衣柜抽屉内的7.5万
元现金和540元港币被盗。接警后，民警迅
速赶往现场进行勘查。经勘查发现王某家的
房屋门锁和窗户并没有被破坏痕迹，存放现
金位置较为隐蔽，室内无翻动迹象。初步判
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随后，办案民警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周
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一可疑男子于案发前
一天晚上，在王某家楼下东张西望，来回徘
徊，不一会进入王某家的楼栋内，过了15
分钟，该男子慌忙从该楼栋门逃窜，手中还

拿着类似布袋的东西。经王某辨认，该男
子正是经常去他家打麻将的刘某。办案民
警判定刘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随即对
其实施抓捕。

民警经过大量摸排走访很快掌握刘某
的活动轨迹和落脚点，7月24日下午，将
刘某成功抓获。民警在刘某家中搜出540
元港币。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先是百
般抵赖，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后来面对证
据，交代了自己利用到被害人家打麻将之
机掌握钱的存放位置，趁其不备时，又配制
了被害人家的房门钥匙，进而实施盗窃。

据悉，犯罪嫌疑人刘某盗窃得手后，部
分赃款用于偿还债务，剩下一部分钱还没
来得及挥霍。目前，民警已追回大部分赃
款，剩余赃款正在进一步追缴中。犯罪嫌疑
人刘某有两次犯罪前科，现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尹和伟 王慧媛）2019年，镇赉县公路管理段
精心部署，狠抓落实，全面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安全条
件和路域环境，有效开展路基整修、路面灌缝、病害处置、
桥涵疏通、清理垃圾、完善公路附属设施、绿化美化等工
作。组织开展“四好农村路”示范路段创建活动，通过示范
引领，营造“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交通环境，推动县域
经济发展，改善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美丽乡
村建设。

加强路容路貌整治。组织养路员工上路，及时清扫路
面、路肩，使公路保持整洁，特别将公路沿线两侧（含村、镇
出口、绿化带）的垃圾（包括白色垃圾）清除干净，全面提高
路容路貌水平。根据各级公路的技术标准，对路基进行挂
线整型，做到路基见线，边坡见面；路肩横坡利用春季整修
达到平整顺适，力求一步到位。

桥涵养护及检查。经过冬季的冻胀和春季冰雪融化
的侵蚀，部分构造物已损坏，他们加强桥涵及沿线设施的

养护，对损坏部分进行检查，及时修补。桥面行车道和人
行车道保持清洁，无积水和杂物。

农村公路养护。对农村公路养护情况进行定期和不
定期的检查，截至目前完成春季灌缝852625延长米；累计
完成路面清扫5797余公里；路肩及边坡整修累计2099
公里，路肩除草960公里；清理边沟1200延长米；清除
路肩、城乡出口垃圾及杂物515立方米；维修道口840
立方米；垫翻浆（混砂）12660平方米、机械土方7560立
方米；设危桥公示牌4个；更换里程碑16座；设示警桩346
根、养护公示牌27个，安装道口桩196根、粉刷道口桩194
根、粉刷里程碑43座，桥梁粉刷32.19平方米；安装路长制
牌10个。

绿化补植。补植树木30公里，镇莫线植树13公里
（单侧）、8500棵旱柳；扎突线植树17公里（单侧）11500棵
旱柳，投入专项绿化资金29万元。

路域环境整治。结合脱贫攻坚改善人居环境行动，实

施路域环境整治工作，通过村庄围栏建设、绿化美化、排水
等措施实现田路分家 869.506 公里，实现路宅分家
461.737公里，清除路边堆积物（包括垃圾）5000余立方
米，拆除非公路标牌150块，清理路边乱摆乱放100余处。

候车亭建设。2019年全县200个村屯设立候车亭，
在候车亭的宣传栏张贴乡（村）规民约和扫黑除恶等宣传
标语，村民在候车的间隙，了解国家的政策。

路宅分离、路田分离。2015年以来，他们实现路田分
离869.506公里，实现路宅分离461.737公里。

他们还继续抓好“四好公路”精品路段的创建工作，对
农村管理路线、桥梁、涵洞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
和处理。加大《吉林省农村公路条例》的宣传力度，同时深
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公路养护管理
年活动成果，加大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的管理制度，完善管
理监督制度化、常规化、动态监督化、程序化。进行全过程
规范性监督检查，做到工程管理程序清晰，制度规范。

本报讯（大关工）今年以来，大安市
关工委认真学习宣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
重要指示，开展弘扬好家教好家风教育
活动。

层层组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加强领
导和组织。组织教育系统关工委撰写了《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和家风的
重要论述》，下发至基层关工委，作为重要
学习辅导材料。组织教育系统关工委进行
了调查研究，撰写了调研报告《关于我市中
小学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和思考》，了解
了家庭教育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
进的建议。创新了家长学校的教学方式。针
对过去学校把学习家长集中在一起听大课
办讲座的传统单一的授课方式，指导各学
校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模式。针对家庭教育
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和不同年龄阶段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采取集中授课和分散辅
导相结合的办班办法，分别开办了“四老学

习班”“单亲家长学习班”“留守学生家长研
讨班”等，根据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需求开
设学习班。许多学校开展了家长开放日活
动，把家长会办成家校互动的平台。校领导
向家长介绍办学理念，让家长参观学校教
育教学情况，请教子有方的家长介绍家庭
教育经验，有的学校还让家长走进课堂、食
堂、宿舍，体验孩子的学习生活环境，和孩
子一起参加教育教学活动和文体活动。

7月中旬，他们举办了家教家风工作
培训班，对深入开展弘扬好家教好家风工
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扎实开展五老弘
扬好家教好家风各项活动。总结和宣传了
10多个好家教好家风典型，上报了《奶奶
留下的故事》《七十有妈，八十有家》《三个
奶奶的故事》等优秀征文。

本报讯（姜野）白城市财政局不断加强
罚没物资管理工作，针对罚没物资在收缴、
移交、保管、处置各环节的特性，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积极探索罚没物资管理方
式，扎实稳妥开展各项工作，较好地发挥了
财政效益。

完善制度。制定《罚没物资管理办
法》，规范管理流程，完善管理台账，细化
《罚没物资处理审批内控操作规程》，明确
各环节事项风险点。针对金额大、数量多
的罚没物资，制定专项《罚没物资处置工作
方案》，对处置物资在移交、保管等环节加
强管控，严格规范每个环节的处置流程，保
障处置物品的时效性和安全性。

严格管理。建立罚没物资出入管理台
账，加强入库物品的分类管理，由专人负责

罚没物资信息登记、日常保管和出库清点
等工作。对罚没物资存放仓库进行全面清
理，为扣押罚没物品提供良好的存放条件，
并建立规范的仓库管理制度和罚没物资出
入管理台账，定期进行库存物资盘点，保证
物资账实相符。

及时处置。对扣押的罚没物资按照规
范流程加快进行处置，确保罚没物资保值
增值，实现收益最大化，防止财政收入流
失。截至7月末，财政罚没中心共存入扣
押款及保证金2.166亿元，上缴国库资金
3104万元。

强化监督。加强与各执法部门的联络
沟通，强化对各部门扣押的罚没财物的动
态监督管理力度。今年监督相关执法部门
销毁假烟花和假鞭炮190箱。

本报讯（刘会军 王佳）为进一步改善
辖区环境，美化市容市貌，优化人居环境，
近日，洮南市光大社区党总支发挥党员干
部模范带头作用，组织社区在职党员并联
合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
动，以实际行动助推环境整治和文明城市
创建。

洮南市农业农村局在职党员组成清
扫垃圾志愿者服务队伍参与活动。党员
志愿者们积极主动拿起扫帚清扫街道路

面，清理弃管小区积存垃圾，清理楼道内
堆放的杂物，对容易滋生细菌的卫生死角
进行了彻底打扫。通过环境整治，提升了
社区整体形象。

此次活动以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为平
台，减少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为居民营
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增强了居民
的文明意识，呼吁更多的人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把自己
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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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赉打造“四好农村路”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开展志愿服务 改善辖区环境

白城市财政局加强罚没物资管理

大安市关工委好家教好家风教育活动见成效

关爱未成年人成长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家是国家和社会最坚实的基石，是人们心灵
最温暖的港湾。回家，让陪伴与团圆成为节日最
好的礼物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一年十二
度月圆，总是中秋佳节时最美。中国人爱月，咏之赏
之，思之叹之。诗人们对月感伤了千年，也欢喜了千
年，这份悲和喜，其实是借着月亮相思。“举头望明
月”“千里共婵娟”“月是故乡明”，纷纷都是想家；阴晴
圆缺、人生起伏、时光流转，映照的都是悲欢与离合。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
中国的节日，向来和家有关，和团圆有关。中秋
节，更直接被称为“团圆节”。一家人围坐一堂，父
母给孩子念诵几句与月亮有关的诗词，爷爷奶奶
讲讲吴刚嫦娥的故事，一起吃月饼赏月……这样
的幸福，古今皆然。

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载，家国情怀始终是
鲜明的底色。“家国天下”，家齐，国才能治。古时
游子离家，因为书信不便，唯有寓情于月，无论圆
缺都成为相思的理由。斗转星移，时代巨变，家，
仍然是月下的人们最深的牵挂，也是国家和社会
最坚实的基石。相互陪伴、相互扶助、相互支撑，
家就是最温暖的港湾。

实现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骐
骥一跃，中国家庭只经历了短短几十年。现在的
中秋滋味，已从那只“中有酥和饴”的小饼，转到了
须臾难离的手机里，潜藏在小小屏幕上时时跳动
的节日祝福中。较之从前，传统家庭的结构和氛
围已经明显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福
利保障的不断完善、医疗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进
入有史以来人均寿命最长的时代。人口老龄化，
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人们发现，物质丰盈了、吃穿用度不愁了，但“陪伴”
却成了一种奢侈品。

中秋月圆，与陪伴有关的，还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国与家为
之牵挂的两桩心事。一端的孩子，是我们的明天，他们若在孤独中长
大，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都令人担忧；一端的老人，是我们的昨天，维系
着家国记忆、伦理担当和情感源泉。

今天，城市变得更包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多了；乡村振
兴战略稳步推进，返乡就业创业者多了；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家的
时空距离在不断缩减……我们创造着机会和条件，让陪伴与团圆变得
更好实现，矢志增进人们的幸福，是国的责任，也是家的担当。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和睦则社会安
定，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为家庭谋幸福的
人，也才能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中秋的那轮满月，于家于国，
都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团聚，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高校开学季即将到来，51岁的李佳兴冲冲准备给
刚考上大学的儿子购置生活用品，但都被婉拒了：基本
用品学校都配齐了，“快递也很方便”，没必要大包小包
带很多东西。

李佳很感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带着脸盆暖壶，
提着沉重的行李，从海南乡下用了3天才抵达武汉的
大学。他听叔父——一位50年代的大学生说，当年上
大学，他背着铺盖卷，拎着母亲手缝的布袋，里边就装
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

天猫最新数据显示，除了手机、电脑和平板之外，
2019年大学生的开学行囊里又增添了“新三样”：电子
书、按摩仪、平衡车。

从生活必需品到时尚消费品，新中国成立70年间，
大学生入学装备发生的巨大变化，折射着时代的变迁。

“三大件”：几代大学生迥然不同的入学记忆
1964年，福建学生李德坚第一次离开家乡，坐了

48小时的火车，几经辗转来到清华大学。彼时，他随
身只带了一个藤条箱，里面装着几件从高中就一直穿
着的旧衣服。

上世纪50至70年代，社会经济水平不高，大学生
入学行囊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衣服、被褥、饭碗”或“脸
盆、暖壶、搪瓷缸”，都是常见的开学“三大件”。

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
繁荣，大学生的入学配置也有了新变化。对于追赶“时
髦”的年轻人来说，钢笔、手表、收音机成为新的“三大
件”，一些不常见的小电器备受追捧。

1985年入学的杨萍回忆，“那会儿‘随身听’是奢
侈品, 我有个日本的‘随身听’，全班同学都抢着借”。

进入 90年代，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1998年入学的谢先生说：“传呼机从数字显示到汉字

显示，只要有新花样，父母就尽量给孩子装备。”
2003年入学的李晶说，对于不少“80后”大学生

来说，手机、电脑、MP3是最常见的“三大件”。她记得
大一时买了台摩托罗拉手机，但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
仅有的游戏是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

近两年，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开始集中踏入大学
校门，他们当中一些家境富裕的群体追求的“三大件”，已
超越基本生活需要，转为市场消费潮流的风向标。

时代不断变化，对大学生活期许各不相同
纵观70年入学装备的演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

象。
——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少，个性化用品越来越

多。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王健华记得，进入校园看
到很多人拿着网兜，里面装着脸盆、毛巾，“当时大家穿
着都一样，生活水平也都一样”。

而如果打开2019级大学生的行囊，则会发现各种可
能：公仔、画具、吊床、无人机、投影机、护肤品……淘宝大
数据显示，零食、电竞、养生、连衣裙、考研等成为开学网
购热搜，而且需求呈现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

——行李越来越小，装备越来越贵。1985年，杨
萍坐火车上大学，从内蒙古到北京再转至西安，一共花
了36个小时。仅行李箱大概就有三四十斤，还不包括
托运的被褥。

而对于不少2019年入学的新生来说，“空手到”和
“开学寄”已成为开学季的打开方式。一方面是发达的
网购、物流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学校的管理不断升级，
为学生提供了统一的基本生活用品。

今年入学的王一冰仅准备了一个行李箱，装着应
季衣物、电脑、护肤品。至于收纳箱、床单等生活用品，
她都是到校后购置的。

开学用品正变成具有仪式感的礼物，有的家庭投
入不菲。2019年天猫开学季数据显示，要配齐手机、
电脑、平板的“老三样”和电子书、按摩仪和平衡车的

“新三样”，上万元的花销稀松平常。
随身携带的物件，也印刻着几代大学生记忆与情

感的烙印。

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的李怀远说，为新中国建设
贡献力量，是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共同的追求。“漫卷诗
书喜欲狂”，带着一箱书入学的77级大学生李彬这样
形容当时的心情；80年代上大学的杨萍说，“知识改变
命运”是对大学生最铿锵的激励；90年代入学的余维
泽说，上大学让我有机会看到更大的世界；今年刚上大
学的吴菲菲则说，我想在诸多可能性里，选择最适合自
己发展的道路。

管窥行囊：经济腾飞 社会变迁
从大学生的行囊中，可以透视经济腾飞、社会转型

的诸多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低，1949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70年来，城乡
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2018年就达
到2822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近60倍。

李德坚说，当时为了省钱，他每月会有4天不吃
菜，“省下来的一块二很管用，可以买笔记本”。“那时5
块钱攥在手里，能熬一个礼拜，买个西红柿、鸡蛋都得
琢磨半天，不敢买”。王健华回忆，“现在可不一样了，
谁还会巴巴地数着发工资的日子呢？”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严飞说，从大学
生入学“三大件”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发展的显
著变化，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社会结构的变化，带
来的是家长对于教育投资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回报的进
一步期待。

7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1952年，全国
普通高校开始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当年共录取新
生6.6万人。1977年，高考大门重新打开，570万名应
考者走入考场，录取率为4.8%。2018年，中国高校招
生790.99万人，毛入学率已达到48.1%。2019年预计
毛入学率将超过50%，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长期从事学生工作的王健华教授说，“现在，社会和
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大，大学生的素质不断提高，个人
价值的追求更加多元。”但同时，她期待，“应加强培养年
轻人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在不断扩大国际视野、实
现自我的同时，深深扎根脚下的土地，努力回馈社会”。

从“被褥、脸盆、暖壶”到“电子书、按摩仪、平衡车”
——大学开学“三大件”折射70年变迁

●新华社记者 舒静 宋佳 李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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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魏宇宣）为促进城乡融
合，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引
导青年大学生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9月2日，
白城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到洮南
市万宝镇煤窑村开展以“新时期高校
大学生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的
大学生村庄规划编制志愿行活动。

学生们通过农户调查、走访贫困
补助家庭，对煤窑村的特色农业经济
及村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条件进行了

解并记录；他们进行了国家政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精神的宣讲，结合专
业知识优势，使村民对于未来农村经济
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帮助农民树立新农
村、新科技的理念，以便更好地掌握推
广技术，实现吉林乡村振兴发展。

通过实践调查，锻炼了学生调查
问题的能力，发现当地存在的农业经
济问题，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提高了
大学生全方位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
能力，增强大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

日前，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2019年度“质量月”活动，邀请19名
市政协委员参观了我市产品质量检验所。参观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委员们介绍
了产品检验工作的开展情况，现有检验能力、流程以及检验标准，通过产品质量
检验平台，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 郭刚摄

诚信建设万里行

白城师范学院经管学院
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志愿活动

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明仁派出所
24小时破获特大入室盗窃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