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新文化报》《重庆晚报》《安徽商报》报道

最 最新潮书记

敦化市委书记开微店推销特产

合肥小伙小叶的父亲今年 8 月突
发脑溢血入院治疗， 几天后撒手人
寰， 后事还没来得及交代。 小叶发现
父亲留下 4 张银行存单， 共有六万多
元。 为了取出这笔存款， 小叶甚至辞
职，“专职” 办理取钱所需的 8 项证
明。“没想到这么难，我足足跑了两个
月，最近才办齐 8 项证明。 ”

今年 8 月 24 日，小叶的父亲突发
脑溢血被送进医院，9 月 1 日老人身
亡。 “因为是脑溢血，父亲神志不清，
从头到尾都没能交代一句话。 ”父亲
离世后， 小叶悲伤不已， 他在整理老
人遗物时发现了 4 张存单， 总计六万
多元， 每张存单都有密码。 小叶找到
银行， 银行工作人员告知， 取钱要提
供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小叶是家中独子， 公证人员要求
小叶去开 8 项证明，包括：父亲的死亡
证明；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父母的离
婚资料；父亲的未再婚证明；银行存单

的原件、 复印件； 父亲和小叶的户口
薄；小叶的出生证以及亲属关系证明。

小叶说，从 9 月 1 日那天起，他便
开始为这 8 项证明跑各个部门。 他没
想到，仅“父亲的未再婚证明”就难住
了他。 小叶的父母 1998 年离异，之后
父亲一直独自生活。为了开证明，小叶
多次去找民政部门，都没拿到。“后来
才知道， 今年 8 月底民政部门不再给
个人开具单身证明了。 ”10 月 20 日，
公证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带着调查函和
介绍信找到民政部门，同样被拒绝。最
后， 在公证处工作人员多次奔走沟通
下，小叶终于拿到父亲的未再婚证明。

小叶还要开爷爷奶奶的死亡证
明。 爷爷奶奶已死亡 30 年，派出所找
不到户籍档案， 开不了； 小叶找到社
区居委会， 但爷爷奶奶去世时其还没
成立， 也开不了； 找老领导写情况说
明，但法律效力不够；找大伯作证，但
必先证明 “大伯是大伯”。 大伯单位
档案上写着弟弟， 没写父亲姓名，无
法证明两人的兄弟关系； 派出所查到
大伯原始户籍档案，才证明“大伯是
大伯”，大伯终于能出面作证，爷爷奶
奶已去世多年。

合肥市衡正公证处的一公证员表
示，对于小叶的遭遇他也很同情，“目
前在公证信息上， 合肥各部门仍是信
息分割 ， 假如各部门能加强信息共
享， 简化手续， 在一定程度上能让老
百姓省不少事。 ”

徐芳醒来， 丈夫对她说：“你真是
命大呀，遇到了一帮好心人。 ”

11月 11 日下午 3 时， 孕妇徐芳被
救护车送进湖南南县人民医院时，已出
现失血性休克，生命垂危。

紧急输血！ 400 毫升、800 毫升……
当 1600 毫升鲜血输入徐芳体内后，血
库里 A 型血告急！ 当输到 2400 毫升
时，血没有了。 可患者两个大伤口还在
不停出血。

求救命血，求动脉血栓专家！ 益阳
市回答， 立即送血， 但至少要两个小
时；省城长沙回答，动脉血栓专家赶到
南县，至少要 3 个半小时。

手术台上，医生奋力与死神争抢生
命， 但血还在不停地从徐芳体内流出。
医院院长说：“来不及了，抽我的血吧，
我是 A 型！ ”血站工作人员说：“院长，
你献血才不到一个月， 你不行！ ”“那
就减半，抽 200 毫升吧。 ”

可一个人的血远远不够，抢救室里
的空气一时间凝固了。 主管副院长说：
“用我们的‘人医微信天使群’，号召
我们医院全体 A 型血医护人员献血！”
不一会儿， 一条消息在南县人民医院
“人医微信天使群” 里发出：“白衣天
使们，现在一名患者生命垂危，急需 A
型血救命，请伸出你天使的援手，请有
意者于下午 6 时到院急救室献血。 ”

下午 6 时，医院急救室里来了一个
美丽女孩， 她挽起了胳膊……接着，又
来了一位老大哥医生、一位戴老花镜的
长者……将近 4000 毫升鲜血从 10 位
医生、护士的身体里抽出，迅即注入了
徐芳的体内。 晚上 7 时许，益阳市的血
液送来了。 不久，省里和市里的专家们
也带着先进设备来了。 事后了解，在与
死神激烈争夺的 3 个半小时里，共给徐
芳输血 1.21 万毫升， 相当于给她全身
换了两次血。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有望于 2016 年
春季开幕。历时 7 年设计并建设的全球
首个“加勒比海盗”主题园区成为其最
大亮点。 这一根据华特·迪士尼旗下真
人电影系列《加勒比海盗》创意形成的
园区，将提供多项全球前所未有的互动
娱乐及高科技体验。

据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设计团队介
绍，这一园区命名为“宝藏湾”，是上海
迪士尼主题乐园六大园区之一，包括有
“鸿篇巨制”美誉的迪士尼全球首创游
乐项目 “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

战”景点。
“沉落宝藏之战”的外观被模拟成

一座加勒比海岸风情的“堡垒”，其内
部将为游客提供无比壮观的乘船漂流
历险。 游客将在电影人物“杰克船长”
的带领下坐上特殊的驾乘系统，身临其
境地感受电影中两艘海盗船狭路相逢
展开激战时的场景。

据透露，“沉落宝藏之战” 巨型多
媒体穹顶、复杂的光影效果、丰富的人
物场景，都是全球迪士尼乐园中独一无
二的最新设计。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康恒小学六年
级老师唐上棣微信转发了该校一名三
年级小学生小希的作文 《爸爸看手
机》， 成了老师和家长讨论的热门话
题：“我的爸爸很爱看手机， 每次有空
他都会拿出手机来看……”

看到这篇作文， 你是否想起下班、
休息时， 也和作文里的这名家长一样，
因为沉迷手机而疏忽了孩子？

小希的作文第一段描述了爸爸的
外貌， 第二段第一句点明了主题：“我
的爸爸很爱看手机，每次有空他都会拿
出手机来看。 有一次，我叫爸爸进来跟
我一起看书、玩、画画，可我叫完后，爸
爸没听见，还是没有进来，害我叫了很
久很久，终于把爸爸叫进来了，爸爸进
来的时候还拿着手机。 ”

因为放学时间到，这篇作文还未写
完。 末尾处写道：“我爸爸在厕所解便
的时候，也在看手机，爸爸解完便了，都
不知道出来，还在里面看手机……”

唐上棣回忆，当这篇作文被自己的
同事、小希的老师发出来时，自己被这
心酸的作文触动了。 于是她配图转发、
呼吁：“我无意间发现这个孩子的习
作，孩子写的是你吗？ 陪伴是最长情的

告白，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孩子间的第三
者。 ”

15 日，记者联系上了班主任周琴。
周琴说，上周五放学前，她给同学们布
置了作文“写最熟悉的人”。 老师们翻
阅学生的作文， 都被这篇作文触动。
“这已经不是小希第一次写爸爸爱玩
手机了。 ”周琴说，之前看到作文后找
到小希谈心。 “这篇作文写得很棒，生
活中，爸爸这么喜欢玩手机吗？ ”小希
低下头没有说话。

小希第一次写关于爸爸爱玩手机
后， 周琴在课堂上朗读了小希的作文，
当场做一个调查。 结果，班上超过三分
之一的孩子举手表示家长常常这样爱
玩手机，忽视他们。

电商、微商蓬勃发展的时代，开网
店、微店不足为奇，可您听说过市委书
记开微店， 在朋友圈里推销本地特产

吗？ 近日，敦化市委书记唐文忠就在自
己的微信上开了 “唐文忠的小店”，为
敦化官方直营的土特产品店 “大德敦
化人人店”代言，并号召朋友们成为自
己的分销商。 小店开张不到一个月，他
已经有了 28 个分销商，这 28 个分销商
又发展了 80 多个三级分销商， 不到一
个月售出商品近万元。

2014 年 12 月唐文忠被任命为敦化
市委书记。 上任不到一年，他将阿里巴
巴的农村淘宝项目引进敦化；政府出资
1000 万元成立敦化电子商务公司，以
销售敦化本地产品为主的大德敦化特
色产品官方直营店在各大购物网站开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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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红顶中介”等问题，河南省
各级政府部门近日着手对行政审批涉及
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清理。 河南要
求， 行业协会商会类中介服务机构一律
与审批部门脱钩。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一
律不得在中介服务机构兼职、任职。

根据部署，此次清理规范工作河南
省直各部门于 2016 年 6 月底前完成，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于 2016 年 9
月底前完成。 清理规范的范围包括：全
省各级行政审批部门开展行政审批时
要求申请人委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等机构开展的作为行政审批受理
条件的有偿服务， 包括各类技术审查、
论证、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
定、证明、咨询、试验等。

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明
确规定的资质资格许可外，其他各类中
介服务机构资质资格审批一律取消；各
级、各部门设定的区域性、行业性或部
门间中介服务机构执业限制一律取消。
为避免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会以另一
种“面貌”出现，河南明确，严禁将一项
中介服务拆分为多个环节。

最严厉政策

河南政府人员一律不得兼职

最心酸作文

男孩习作写“爸爸爱玩手机”

最折腾的事

小伙继承 6 万遗产开 8 项证明

最感人一幕

孕妇生命垂危 医生接力献血

最娱乐项目

上海迪士尼现加勒比海盗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