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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音乐助力公益

“让爱奔跑”雷蕾慈善独唱音乐会关爱留守儿童

“妈，我能不能买一瓶饮料？ ”
懂事的女儿让她泪流满面
借呗。”
虽然嘴里一直在说借，可
周围的亲朋好友，在这几年家
里困难时都借遍了，再去哪里
借，她并没有什么头绪。

规划中的未来

“让爱奔跑”雷蕾慈善独唱音乐会现场

校也把学费都免了，但也只够
她上完高中的。高中三年，她
就一直这么安安静静，看着就
让人心疼。”钟老师说，不论家
庭有多困难，尚常译匀一直这
么单纯地成长着，努力上进。
新文化记者 石竹 文/图

想做一个安静的研究员
新文化讯 14日晚，由省交响乐团主办 的“ 让
爱奔跑”雷蕾慈善独唱音乐会在东方大剧院唱响，
将高雅音乐与公益事业相结合，邀请留守儿童现场
感受经典旋律，用流淌的音符描述大爱。本次音乐
会是第四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的一项重要内容，特
别邀请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艺术指导、常任
指挥刘凤德，携手省交响乐团青年歌唱家雷蕾，共
同打造了这场集艺术性与公益性相结合的音乐会。
另讯，7月14日晚，吉林省曲艺团联袂吉林省大
众剧场在第四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期间，于大众剧
场又一次上演了一台经典的大型曲艺晚会。
7月15日，由吉林省曲艺家协会主办，卡卡迪儿
童剧社承办的吉林省第四届少儿曲艺大赛在吉林文
化大厦二楼观演厅拉开了帷幕。
7月15日，在中东新天地3楼的圣马可广场，一
场精彩的儿童剧《功夫喔喔》正在演出。这是由长春
和平大戏院有限公司、吉林省中东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市民盟企业家专委会共同主办的“心会跟爱一
起走”大型公益演出，也是第四届吉林省市民文化
节活动之一。与以往演出不同的是，台下的观众是
百名特殊儿童。

长春首个地埋式污水处理厂——
—

动植物公园污水处理厂
年底前完工
记者

新文化讯（
陆续） 长春市黑臭水体综合
改造工程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昨日新文化记者
了解到，南湖汇水区项目正在抓紧建设中，其中动植
物公园污水处理厂将在8月末完成主体施工，12月
末全部工程将完工。据了解，作为长春首个地埋式污
水处理厂，该厂原是动植物公园的动物散养区，建成
后地面将恢复原貌，动物散养区功能也将恢复。

8号学子

尚常译匀
女
17岁
611分（理科）
公主岭市实验中学
天津大学、吉林大学
要做一事，就要做到
最好。
身边人评价：
在我心里，尚常译匀一直
都是个很细心的人，她看书特
别仔细，书上的知识点都逃不
她的眼。她也非常努力，上课
时也非常认真。她做事有自己
的准则，她很简朴，不乱花钱。
——
—同学叶云天
尚常译匀从来都特别让人
省心，而且她是真的喜欢学习，
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她不管
什么时候都特别认真，而且孩
子还特别单纯，是那种看着就
让人喜欢的孩子。
姓名：
性别：
年龄：
分数：
毕业学校：
报考院校：
人物语录：

—班主任钟老师
——
这是一个未语先笑的女孩
子，说话温温柔柔的，不管对
面是谁，谈到什么问题，她都
会先露出两个小酒窝。她知道
自己的优点，也不回避自己的
缺点，根据自己的性格规划了
一条清晰的路。而这些，对于
她家来说，却是一个负担。

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后地面将恢复原貌

开朗的一家人

1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动植物公园东南部的
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在一个巨型深坑内，密密麻麻
分布着多个脚手架和钢筋支架，底部已经部分完成
混凝土浇筑。
据 了 解 ，动 植 物 公 园 污 水 处 理 厂 主 体 结 构 长
122.7米，宽69.5米，建筑面积8528平方米；基坑深度
为11.8~16米，日处理能力3.5万吨。
“这个污水处理厂8月末将完成主体施工，12月
末全部工程都将完工。”中庆集团长春市黑臭水综合
整治南湖汇水区之动植物 公 园 项 目 经 理 孙 健 介 绍
说，
“ 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水，可以用于动植物
公园内绿化、浇花等。另外，原来永安明沟内的水是
死水，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可以保证永安明沟每15
天更换一次水体。同时，这个污水处理厂将大大缓解
北效污水处理厂的压力。”

总是笑着面对生活

公园附近两个调蓄池项目11月30日竣工
除了污水处理厂外，南湖汇水区项目（动植物公
园）还包括其他两个项目，一个是平泉路调蓄池，另
一个是师大暗渠调蓄池。平泉路调蓄池，主体结构为
框 架 结 构 ，长 90.2 米 ，宽 43 米 ，建 筑 面 积 3852 平 方
米，开挖深度为17.9~20.9米，调蓄量为3.7万吨。竣
工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师大暗渠调蓄池长83
米，宽36.8米，建筑面积3054.4平方米，开挖深度
19.6~22.6米，调蓄量为3.9万吨，竣工时间为2017年
11月30日。孙健表示，这两个调蓄池的作用主要是
雨污合流的调蓄。

南湖汇水区项目共将治理9处黑臭水体
据了解，南湖汇水区项目总治理范围465公顷，
工程建设总投资约10亿元，工程包含永安明沟、动
植物公园、南湖公园、朝阳公园、牡丹园、御花园、杏
花村公园、雕塑公园、民康路暗渠，共涉及9处黑臭
水体 。从污染数据分析表中可以看到，上述9处黑
臭水体，动物植公园水体黑臭等级为重度，其余8个
水体的黑臭等级均为轻度。
目前，9处黑臭水体的治理工程已经全部开工，
其中永安明沟、动植物公园、雕塑公园清淤完成；南
湖公园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计划2017年12月30
日前全部完工；民康路暗渠工程于今年5月10日开
工 ，正在进行渠内清淤、外运施工，计划在2017年7
月25日全部完工；御花园（杏花村、牡丹园）工程正
在进行内源治理，2017年8月27日将全部完工。

尚常译匀和妈妈、弟弟住
在四平市梨树县郭家店镇兴盛
村 ，她 是 村 子 里 的“ 大 名 人 ”，
因为她是这个镇子里高考分数

尚常译匀与母亲（左）以及班主任钟老师（右）
最高的考生，却很少出现在大
家视线里。
“村里没什么地方可去，我
都是在家里看看书。”说着这
话，尚常译匀又是腼腆一笑，甚
至还有些不好意思地捂了捂
脸。她说自己没有太多兴趣爱
好，基本上除了学习就是看书，
甚至连很火的电视剧都不看一
点，生活简单得像一张白纸。
聊天中，尚常妈妈一直在
说，女儿从小就是这么优秀，
一直都是她的骄傲。为了孩
子，她自己承受了一切 。“我
跟孩子她爸很早就离婚了，我
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还有个
儿 子 ，11 岁 ， 正 上 小 学 四 年
级。”她说。作为一个单身妈
妈，一个人种地、打理家务，还
要抚养两个上学的孩子，其中
的艰辛难以言表。可说到这些
年的难处，尚常妈妈还是习惯
性的先笑了，
“实在没办法就
借点呗，来年再还，我都不白
借，都给利息。”
尚常妈妈说，只要儿女出
息，她多少苦都能吃。

还可以，有四亩地，儿子没上
学时我自己种地，还能对付
过，后来想多赚点给孩子用，
就养了几头猪，没想到赔了。”
这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
霜，但看着孩子出色的成绩，
她还是咬着牙，想办法把日子
过起来。
2016年尚常译匀上高三，
家里又不得不拿出一笔钱修房
子。“去年我借钱把房子棚顶
修了，实在没办法了，棚顶漏
雨不说，夏天耗子在房顶跑，
时不时就往下掉耗子。”尚常
妈妈笑着说，最后为了孩子才
去修葺屋顶。
尚常妈妈说，女儿是她的
骄傲，而且不让她操一点心。
“我的女儿特别精细，从不乱
花一分钱。上初中时她就住
校，有一天打电话问我：
‘ 妈，
我能不能买一瓶饮料？’我这
心里太难受了，说到底不还是
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吗？女儿连
一瓶饮料都不舍得买。”尚常
妈妈说到这，嘴角虽然还向上
弯着，眼眶里却扑簌簌地涌出
眼泪。她努力平复自己的心
情，再说起家里还欠了三万多
的外债时，又是一副笑呵呵的
眼泪都是流给自己的
模样，
“ 不管怎么样，我得让我
“其实前些年，我们家日子 女儿把学上完，实在不行，再

最难的日子里

也许是不想让女儿承受压
力，尚常妈妈很少在女儿面前
提到家庭状况，对于女儿做出
的所有决定，她也不插手，只
是默默支持。尚常译匀对自己
的优缺点也十分清楚，她为自
己规划了一个清晰的未来。
“现在还是在家等通知书，
等通知书下来了，我就出去打
工，去当个服务员，赚点学费。
将来的话，我想做生化方面的
研究，当一个研究员，因为我
不太擅长与人交流，我比较擅
长做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适合我，我也能够做得很优
秀。”说到自己不擅长与人交
流时，她红了脸，又用手捂了
捂脸。
对于这点，她的班主任钟
老师说，尚常译匀在班里确实
是个十分安静的孩子，与人交
流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不知是
该为她高兴，还是为她担忧。
“尚常译匀这个孩子，真的特
别单纯，从来不给老师惹麻
烦，特别孝顺，从来没和同学
发生过冲突，在班里就是认真
学习。”
但对尚常译匀，钟老师还
是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上了大
学要学着开朗一些，女孩子虽
然温婉一些是没错的，但还是
要大方的与人交流，不能把自
己封闭在小小的世界里。哪怕
未来成为一名研究员，还是希
望尚常译匀能养成开朗、大方
的性格。
“她跟我的孩子一样大，她
家庭困难，我们梁校长亲自到
她家看望过，回去就跟我说：
‘钟老师啊，你家孩子的衣服
多给尚常两件，她家太困难
了。’我们学校有助学金，高中
三年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

“圆梦大学”征集

1.如果您或者您身边有今
年高考成绩优异，品学兼优却
家境贫困的学子，请告诉我
们，我们一起帮他圆梦大学。
2.如果贫困学子的励志故
事打动了您，您愿意为寒门学
子搭建一座爱心桥梁，资助他
们圆大学梦，请联系我们。
3.自2003年以来，曾参与
“圆梦大学”活动，并且受到过
他人帮助的学子们，你现在过
得怎么样？欢迎联系我们，讲
讲你的故事。
热线电话：0431-96618
圆梦专线（微信）：
18626700705
开通以下几种捐款方式，捐
款时请注明“圆梦大学”字样。
方式一：吉林省慈善总会
户名：吉林省慈善总会
账号：
0710432011015200020941
开户行：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
行长春大街支行
方式二：新文化报社
户名：新文化报社
账号：
221000691018000522783
开户行：交通银行长春友谊支行

新文化报
官方微博

“长春焦点”
公众号

扫码可看尚常译匀及其
母亲采访视频

为救干爸妈 大学老师二度烧伤
所在学院的全体老师签名，要求向她颁发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新闻回放： 11日晚8点30分
左右，长春市繁荣路与卫光街
交会处附近某单位一栋家属楼
传来爆炸声，救援人员先后从
屋内救出三人。居民介绍，住
在这儿的是一对老夫妻，同时
受伤的还有他们的义女邵晶。
新文化讯 （实习记者 陆

由于手术的原因，邵老师
身体非常虚弱，但她还是对新
文化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下班后，我来到爸妈家，一进
门就闻到了一股煤气味，我就
马上到厨房打开窗户，正要去
关闭煤气的时候，突然发生了
爆炸。”邵晶称当时自己的脑
袋是蒙的。

璇） 15日下午，新文化记者来
到吉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
外科病房，看到了已经做完手
术、刚刚恢复意识的邵晶。她是
长春理工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
学院的一名老师，今年47岁，事
发当日来到干爸妈家送药。

邻居：幸亏她及时打开窗户

在医院，一位邻居对记者
说，幸亏当时邵老师及时打开
窗户。
“发生爆炸后，我第一时
邵晶老师
间出门查看情况，当时邵晶跑
到外面呼救，我看到她已经伤
意识。
得很严重了，可是就在这样的
邵晶：事发时我脑袋是蒙的
新文化记者现场观察，邵 情况下，她仍然不顾自己的安
15日下午，新文化记者来 老师的面部有多处伤口，她的 危，让我先去看看她干爸干妈
到吉大一院烧伤外科，看到了 爱人冯先生称这是事发时玻璃 怎么样了。”邻居称，幸亏邵晶
刚刚恢复意识的邵晶老师。据 崩到邵老师脸上留下的伤口。 及时打开了窗户，才避免更严
她的妹妹介绍，14日上午9点， 她烧伤最严重的地方在两只胳 重 的 损 失 ，
“要不然我们整栋
邵晶进行了一次手术，由于是 膊 和 手 上 ， 已 经 达 到 二 度 烧 楼都会发生爆炸，是她挽救了
全麻，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恢复 伤。
整栋楼人的生命。”

据介绍，邵老师的干爸王
老师是长春理工大学的退休教
师，由于孩子在外地工作、常
年不在身边，邵老师就主动起
照顾起两位老人，久而久之就
以“爸妈”
“ 女儿”相称。

老师联名要求表彰邵老师
在得知邵晶的情况后，长
春理工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
院的全体老师签名，要求向她
颁发见义勇为荣誉称号。
“事发当日晚上7点多钟，
邵老师离开实验室去了自己的
干爸妈家送药，她像对待亲生
父母那样对待他们。”邵晶的
同事李云辉老师对新文化记者
说，
“ 在得知邵老师的病情后，
我们院长非常重视，邵老师在
这次事件中表现出大无畏的舍
己救人精神，在非常危险的情
况下，她没有考虑个人安危，
而是首先考虑公共安全，并及
时保护了两位老人及整栋楼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李云辉老师表示，全院师
生对邵老师的病情都非常关
注，希望她早日康复。

冯先生：治疗花费要20万

邵老师今年47岁，儿子马
上读高三。“她平时非常热心，
谁家有什么困难都会主动上去
帮忙。”冯先生对新文化记者
说。据记者了解，邵晶老师的
儿子今年就上高三了，明年要
参加高考，得知妈妈受伤后，
孩子每天都自己照顾自己。
“儿子很懂事，开始学会自立、
自己照顾自己了。”
谈到邵老师日后康复问
题，冯先生称好在有医保，但
是仍然会花费20万左右，治疗
的时间可能长达半年。

《居民家发生
燃气爆炸三人受伤》 续

违规买散装汽油不成 好消息：初中毕业直升专科
长春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公办学校）
殴打女加油员被刑拘 面向长春地区应届初中毕业生公开征集高职志愿
专业名称

记者

通讯员

新文化讯 （
苏杭
赵 金 石）
为了控制和减少公共安全隐患，公安机关针对个人
和单位购买散装汽油需实名登记作出明文规定。近
日，王某欲违规购买散装汽油，被女加油员拒绝后，
竟然暴力殴打女加油员。长春警方高度重视此案，
经专案调查，将王某抓获并依法刑事拘留。
今年6月29日19时许，王某拿着前几日办理的
购买散装汽油的实名登记小票，来到长春市二道区
众诚连锁吉兴加油站准备加油。值班女加油员刘欢
严格执行当天登记当天用、隔天加油要重新进行登
记的相关规定，拒绝为王某加油，王某恼羞成怒将
女加油员打伤。
接到报案后，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分局杨家店派
出所迅速开展调查，从查缉车辆入手锁定犯罪嫌疑
人，7月5日，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经讯问，王某对欲违规加油并殴打女加油员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面对被刑拘的惩罚，他后悔莫
及。
闻知女加油员因严格执行规定被不法人员打
伤的消息后，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对她严格履
行职责的行为高度赞赏，对她的伤势非常关切。7月

9日，省公安厅经文保总队和长春市公安局经文保
支队的领导来到医院看望女加油员，对她坚持原
则、履行职责、严守规定的作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号
召全省、全市相关企业员工都要向她学习，对岗位
职责负责，对公共安全负责。
警方提醒：2016年9月22日，吉林省公安厅下发
了《关于调整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监管工作相关规定
的通知》，明确规定：个人购买散装汽油，加油站工
作人员需认真核实购油人身份证，如实登记购买人
员身份信息和购油信息后方可出售散装汽油。未随
身携带身份证的，告知购油人到加油站属地派出所
开具身份证明。单位购买散装汽油，需由单位开具
介绍信或者证明，加油站如实登记经办人身份信息
和购油信息，即可出售散装汽油，单位介绍信或证
明由加油站留存。摩托车、燃油助力车加油，取消摩
托车、燃油助力车按照散装汽油进行实名登记的，
加油站工作人员应当监督摩托车、燃油助力车驾驶
员，在加油站指定区域将所购汽油加装到摩托车或
燃油助力车油箱内。对油箱加满剩余散装汽油需要
使用其他容器带走的，按销售散装汽油规定进行实
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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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地点：
长春市第一中等专业 学 校
亚泰大街4426号。
■公交线路：
可乘坐5路、88路公交车到
“希望高中”站下车。
■携带物品：
学生来校带户口本 、 准 考
证、身份证及中考成绩单。
■报名时间：
7月17日~19日（额满为止）
■招生咨询：
15590674300
15590674323
■微信咨询
15590674300
■微信公众号：
请扫下面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