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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天府好人暨华阳第二届优秀市民评选活动”网络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弘扬天府精神 请为你身边的好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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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
因身边好人而变得更好

华阳曾是古蜀三都（成都、广
都、新都）之广都治所，距今已有两
千三百多年的历史。2006年撤华阳
镇改建华阳街道。辖区有广都遗址、
安公碑、安公堤、二江寺桥、二江寺
庙等历史文化古迹，华阳丁桥织机

被评为我国科学文化遗产。目前，华
阳有麓湖艺展中心、安公广场、潜溪
书院等现代文化地标。

按照成都市“南拓”战略和把
天府新区打造成为“双核联动”新
引擎的发展目标，赋予了华阳“双
核战略支点、新区首善之窗”的功
能定位。2017 年，华阳街道预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75 亿元、完成全

年目标 107%；限上社会消费品总
额 25 亿元，同比增长 9%；规上工
业 5.5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 110%；
省外内资 6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
100%。全年新增注册资本预计达
523 亿元。正在建设的重大项目包
括占地 250 亩，投资约 30 亿元的
红星美凯龙第八代、第九代项目；
集住宅、商业街、五星酒店、高端

写字楼于一体，总投资 90 亿元的
中海生态城大型综合体项目；总
投资近 80 亿元的麓湖生态城项目
以及投资 20 亿元的万科翡翠公园
等。华阳城市形态更加美丽，经济
发展更具活力。

近年来，华阳街道以党建为引
领，通过积极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培
育城市志愿者，切实增强城市主人
翁意识，广泛凝聚社区发展治理合
力。截至目前，华阳街道培育城市志
愿者队伍296支，发展志愿者3.2万
人。2015年，华阳街道开展了“优秀
市民”第一届评选，涌现了为居民守
好美好家园的物业服务人员付学
英、坚持为居民做好事的郭世元、发
挥余热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兵
马玉荣、拾金不昧环卫工人秦天林
……这些优秀市民，是新区榜样，华
阳力量。

你我共同参与
共选心中榜样

为传承华阳力量，树立城市精
神丰碑，华阳街道积极组织开展天
府好人暨华阳街道第二届“优秀市
民”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活动从9月底启动以
来，引发了社会强烈反响。短短1个
多月，主办方已收到超过 300 个华
阳“优秀市民”的提名。经过初次筛
选，100余名参选者脱颖而出，进入
最后的投票环节。这些“优秀市民”
候选者中，有把一辈子奉献给教育
工作，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有关
爱留守老人的老大爷；有心系灾区，
常常组织学生义卖的大学辅导员；
有无偿为社区做安保，帮邻里修锁
通下水道的大叔；有见义勇为抓小
偷，解救落水少年的中学生……

想知道在你身边还有哪些好人
好事吗？想为这些“优秀市民”投上自
己宝贵的一票吗？即日起至12月22
日，华阳“优秀市民”候选人事迹将在
网上集中展示并接受投票。现在，你
可以登录http：//hytppt.91wl.cn/ce-
sar/网站，查看每一个候选人的具体
事迹。同时，这100余名候选人还会
被进一步挖掘，最终将采取公众现场
投票、微信投票、微博投票、网站投票
等多种方式进行评选，依据各平台得
票情况，经评委会综合审核后，将评
选出50名“优秀市民”进行表彰。

据主办方透露，12月22日是传
统的节气——冬至，此次活动的颁奖
仪式之所以选在冬至这一天，是因为
传统意义上认为冬至是最冷的一天，
而优秀市民的颁奖礼，可以让大家在
寒冷的冬日，感受这些人身上的温暖
和大爱。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从白纸画图到高楼矗立，从
边缘郊区到城市新核。2014 年 10
月 2 日，天府新区正式成为第 11
个国家级新区。三年的时间，天
府新区兴隆湖、锦江生态带、鹿
溪河生态区、天府公园……这里
不仅是成为市民常去的玩耍之
地，还被网友称为“成都的后花
园”。成都科学城、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城，一次次被媒体聚焦，鹿
溪智谷的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
地展开……

天府之声记者从成都天投集
团获悉：为进一步促进新区建设
者关注新区建设，激发新区群众
参与发现身边人美、景美的热情，
成都天投集团将举办“颜值成都·
瞰天投”主题摄影展。

据悉，本次活动将结合摄影
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示新区丽影、
建筑风采、新区美食等。活动面向
广大新区建设者及关注新区发展
的市民群众，自即日起至 12 月 5
日征集摄影作品。经专业评审入
选的作品，将于12月11日～17日
在兴隆湖畔的天府菁蓉中心A区
1号楼1楼进行集中展览展示，并
从中分类评选出优秀作品给予奖
励。

据了解，此次面向新区建设
者征集的摄影作品主题为“天投
影像力”。具体分类为：

“项目掠影”——突出表现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
中心、兴隆湖、天府菁蓉中心、中

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鹿溪智
谷等集团承建的重大项目及配套
设施项目的建设场景和建设过程
（建设之初、建设之中、建成之
后）。

“城市运营”——突出表现成
都天投集团在城市规划、房产开

发、园区运营、会展策划等方面重
点拓展的经营性业务情况（工作
场景、节点纪实等）。

“天投范儿”——展现员工及
参建工人在工作时的工作风范，
以及在成都天投集团开展的活
动、日常办公中体现的良好精神

面貌。
“生活记录”记录——员工日

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是美
食美景、静物表现，也可以是人物
写真、动物形态等（必须是作者本
人原创，拍摄地在新区）。

此外，面向关注新区发展的

群众征集的摄影作品主题为“瞰
天投”，以突出表现群众眼中成都
天投集团承建的项目风采、城市
运营过程等，从多种角度“瞰天
投”。

主办方表示：活动将根据新
区建设者参与的项目掠影、城市
运营、天投范儿、生活记录等4个
主题的作品分别评奖。同时，关注
新区发展的群众摄影作品，根据
不同的等级分别评奖，经成都天
投集团采用并刊发的将支付稿
酬。不仅如此，所有作品均可参加
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
都商报举办的“颜值成都·2017全
民摄影节”活动，参展作品可参加

“颜值成都·2017 全民摄影节”系
列评选、抽奖活动，赢万元现金、
小米Note3手机大奖。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快来用你的镜头记录“颜值成都”
日前，天府新区 2017 年“走基

层”文化惠民演出再次走进合江。
本场演出围绕时代主旋律，以中国
梦、十九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法治国、廉洁成都等为主题，紧
贴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以
舞蹈、歌曲、小品、杂技、快板、魔术
等多元化表演形式，为合江街道群
众送上丰富的艺术盛宴。

在合江街道草莓广场，演出在
动感舞蹈《律动青春》中拉开了帷
幕，舞蹈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犹如
冬日暖阳。其中器乐联奏将唢呐这
一古老的民族乐器赋予了新的时
代内涵，深受观众喜爱。音乐快板

《法治之光》更是将演出推向了高
潮，基层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
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对于实
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
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竹琴》
用四川人民特有的乐器竹琴灵动
演绎，体现了成都独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内涵。

整场演出生动活泼、恢宏大
气，现代表演形式与传统文艺形式
融会贯通，魅力十足。一个个精彩
纷呈的节目让台下 500 多名观众
看得如痴如醉，现场气氛热烈，掌
声、喝彩声不断。据悉，本次“走基
层”文化惠民活动，在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弘扬了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热爱教育
讲台耕耘19年

刘红霞出生在新兴镇，自中
师一毕业，就回到这片土地上，为
家乡的教育事业尽自己的微薄之
力。自工作以来，她多次承担毕业
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她总是深挖
教材，精心编辑适合学生的数学
练习题库（至今已有十多本本自
己手写的积累练习本），并和同组
教师资源共享。

在工作中，只要学校有需要，
她都积极配合，不管是接任特殊班
级还是接受临时任务，她都全力发
赴地完成工作。在她和学生的共同
努力下，差生得到了有效转化，学
生的数学思维更加灵活了，学习数
学的能力得到了长足进步。她还积

极上研究课，听评教师的随堂课，
并指导年轻的数学教师，对自己的
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交流沟通。只
要外出学习有什么先进的经验，她
都会带给其他老师们。历年来，她
以优异的教学成绩赢得了大家的
认可。

作为教务员，刘红霞还承担
学校的部分工作：课程表的制作、
课程调代课的管理、学籍管理、档
案管理，并协助总务处完成期初
报表。因为有班上的教学和辅导

员的工作，于是就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加班，完成学校的工作。就是
这样，她总是欣然接受学校的临
时任务，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份
工作，因此也受到了学校领导和
老师们的肯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来
她所教的班级数学成绩都名列前
茅，连续5年年度考核为“优秀”。参
加的双流县“学科大比武”获一等
奖。近两年来，论文《追溯根源，心
与心通 重拾信心，和谐发展》获市

二等奖，《现代信息技术用得巧，数
学教学活动效率高》获成都市二等
奖和四川省优秀奖，《差后进生之
症，有的放矢》获成都市二等奖，

《乘着微笑的翅膀》获成都市三等
奖，《学数学，爱数学》获成都市三
等奖，《好习惯养成=孩子成长》获
县级论文评选二等奖，教学设计

《运算律》获县级二等奖。
19 年的教学生涯中，那小小

的三尺讲台就是她的舞台，她在
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现着

自己的风采。

关心学生
深受孩子们喜爱

工作中、生活中，刘红霞说话
时总是和和气气，脸上带着笑容，
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深深地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体。

作为辅导员，她积极配合班
主任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优势，与
孩子谈心交流，搞好班级建设工
作，重抓班风建设，制定班规，形
成了自己的班级管理特色。每天
七点半左右就来到教室开始一天
的工作，下课时间、中午休息时间
都和孩子们一起，下午放学，她总
是最后一个离开，由此，她成为深
受孩子们喜爱的好老师。

四年级的学生汪徐蓉现在还
记得，一个多月前她正在上语文
课，突然腹部一阵绞痛，当时她就
趴在桌上，汗水顺着额头流了下
来，语文老师发现汪徐蓉不对劲
的时候，赶紧上前询问。由于才刚
刚上课，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正
常上课，当时正在办公室的刘红
霞得知情况后，马上来到教室，带
着汪徐蓉去医院。学校离医院虽
然很近，但是汪徐蓉当时痛得已
经无法行走，刘红霞背起汪徐蓉
就往医院赶。幸运的是，送医及
时，医生诊断汪徐蓉是急性肠炎。
随后，刘红霞又跑上跑下地为她
交钱、开药，一直等到汪徐蓉的家
人赶到才放心离开。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天府新区的建设发展日新月异。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付出和努力。而
这其中，有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勇敢和大爱，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他们就是
——天府好人。

为树好人典型，讲好人故事，扬好人正气，积极培育向上向善向美的天府精神，即日
起，由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党群工作部主办，华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承办的“寻找天府好人
暨华阳第二届优秀市民评选活动”的网络投票通道正式开启，100余名优秀市民候选人等待
你的投票。 投票网站 http：//hytppt.91wl.cn/cesar/

三尺讲台展风采
她是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

新兴小学老师刘红霞在讲台默默耕耘19年，被推选成为“天府好人”

天府
好人

从 1998 年 8 月至
今，在新兴镇这片热土
上，在三尺讲台上，新兴
小学的数学老师刘红霞
已默默耕耘了 19 个春
秋，桃李满天下，赢得了
同事和学生的尊重。日
前 ，刘红霞被推选成为
今年10月“天府好人”。

刘红霞为学生们做辅导

作品要求：
1、所有作品均必须为作者原创，
并附“作品说明”（作品名称、作
品创作时间、作者姓名、作者所
在单位、作品免责声明）。
2、摄影作品统一为 JPG 格
式，并将拍摄原片以电子档
形式报送（照片可作亮度、对
比度、色饱和度等适度调
整），图片大小1M以上。
投稿邮箱：
928717274@qq.com

为创新推进“两学一做”常态
化制度化，加快推进廉洁文化建
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日前，兴隆街道邀请四川
大学教授周啸天作了“诗意人生
家国情怀”主题讲座。

周啸天教授对《史记·世家》
《庄子·天运》《论语》《三国演义》
《墨梅》《示儿》《梅岭三章》《感事
呈毛主席》以及毛泽东诗词等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相关的诗
词名篇进行了诵读及鉴赏，进一
步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
统美德，尤其是课上吟诵的多首
爱国诗歌，带领大家领略了古代、
近代和现代诗歌中真挚的爱国情
怀，让大家感念到了那份从历史
烟云中穿行而来的情义与感怀。

在座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会多抽出
时间、多读古典诗词，从中寻找净
化心灵的精神家园、提升人生境
界的思想沃土及增强文化自信的
历史底蕴，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同
时，自觉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主
动学习新思想、争创新作为，为早
日把兴隆建成现代化产城相融国
际新城而努力奋斗。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兴隆街道

川大教授阐释
“诗意人生 家国情怀”

合江街道

文化惠民演出
送上艺术盛宴

快来用镜头记录大美新区

Administrator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