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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圣桦名城业主：
资阳圣桦名城现一期已竣工验收合格，具备交房条件，

现定于2020年5月10日—5月18日（9:00-18:00）1期1批次
交房。

1、请各位业主携带《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
身份证原件、交房通知书等资料；委托他人代办的业主，需
提供业主本人出具的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

2、交房应缴纳款项：实测面积补差费用、契税、相关物
业费用等。

3、交房地点：圣桦名城小区内。
4、因1期交房数量较多、请接房的业主按照置业顾问的

电话或短信通知交房时间批次接房。
5、交房咨询电话：028-26275666。

恭祝各位业主乔迁新居，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资阳市爱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资阳·圣桦名城交房公告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日前，省政府批复同意选招142名青少
年入省优秀运动队。其中，我市安岳中学男排运动员李博入选。

2001年出生于雁江区的李博，从小就热爱排球运动，具有良
好的身体素质。19岁的年纪，身高2.05米，体重95公斤。2015年
3月，李博入选资阳市男子排球队。在教练黎刚的指导下，李博
训练努力刻苦、聪明好学、自律性强。同年9月，李博入选四川省
青年男子排球队，多次在全国青少年男子排球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2019年8月，入选国家少年排球队。

我市男排运动员李博
入选省优秀运动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雁兴
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全体青年指战员为
辖区疫情防控大局提供了高效的服务保
障。期间，救援站团支部调配精干力量
组建应急处置专班，对辖区医疗机构、防
护用品生产企业、集中隔离点等单位周
边交通道路、消防水源等开展实地调研，
针对性制定疫情处置预案，开展想定作

业和桌面推演等专业训练，做足做细特
殊时期的灭火救援处置准备工作。

同时，雁兴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积
极参与防疫工作，组建青年突击队，协助
街道社区开展防疫、防火宣传、体温检
测、卫生清扫等工作，利用消防车为市第
一人民医院和莲花社区、丹山镇等地群
众运送生活用水 8次共计 40余吨，为特

殊时期辖区火灾形势平稳和疫情防控大
局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荣誉催人奋进，奋斗正当其时。全
市消防救援队伍将以榜样为引领，勇担
重任、拼搏进取、砥砺奋斗，用激情、智慧
和力量奋力谱写消防救援事业新篇章，
为维护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贡献青春力量。

活动
时间

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将成立评审小组，小组成员主
要为医院院长、业务副院长、政工副院长，结合各
部门、科室负责人，针对所有投稿的宣传口号，本
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逐一评审筛选。

这家医院征集宣传口号这家医院征集宣传口号
最高奖励最高奖励20002000元元！！

□□ 李小凤李小凤

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建于资阳市暨雁江区妇幼保健院始建于19511951年年，，该院将该院将
于今年年中搬迁至城东新区新院区于今年年中搬迁至城东新区新院区（（雷音大道雷音大道），），届时将届时将
以崭新的形象继续为广大妇幼提供更专业以崭新的形象继续为广大妇幼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保更优质的保
健服务健服务。。为了更好地彰显妇幼医院特色为了更好地彰显妇幼医院特色，，进一步提升知进一步提升知
名度和影响力名度和影响力，，医院自医院自44月月2020日至日至55月月2020日面向全社会日面向全社会
开展医院宣传语有奖征集活动开展医院宣传语有奖征集活动。。

征集时间：2020年4月20日—5月20日
评选时间：2020年5月21日—6月10日

征集
要求

●内容积极向上，语言文雅通俗、朗朗上口，便于
记忆和传诵，注意避免政治言论引起歧义，杜绝
不健康语言，严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简洁明快，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宣传口号围
绕“呵护妇女儿童健康”主题展开。
●立意鲜明，准确把握医院性质及特色，让人易
联想到医院特色、形象、服务等内容。
●建议不超过12个字，可附上推荐理由。
●能反映妇幼健康的重要性，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投稿
方式

编辑“宣传口号+投稿人姓名+投稿人电话”发
送至邮箱757564065@qq.com。

评选
方式

奖励
方式

入围奖三名，每人奖励500元现金。
最终采纳奖一名，奖励2000元现金。
凡孕妇投稿均可获得一次促产门诊免费咨询+一
次免费胎心监护。

快发挥你的才华，替医院想出一句
响亮的宣传语。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家妇幼保健院！

咨询
电话

028-26222079
27199006

（广告）

停电时间：2020年5月11日7时00分—5月12日19时00分。
停电线路：10kV迎黄线全线路停电。
停电原因：35kV迎接变电站：1.线路检修、通道清理及消

缺。2.核定柱上开关及用户侧开关定值。
停电范围：雁江区迎接镇东庵村、永兴村、石沙村、白马

村、古井场镇、迎接场镇、前丰村、龙家村、大河村、焦柏村、黄
添村、天元村、浸水村、挂石村、核桃村、化龙村、水库村、龙滩
村、分水村、黄板村，松涛镇骝马村等用户停电。

遇雨停电时间顺延，特殊情况将延长停电时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市雁江供电分公司

2020年5月6日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风华正茂扬青春 砥砺前行守初心
—市消防救援支队雁兴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在资阳，驻扎着一支守护一方平
安的“逆行者”，他们始终坚守初心与
使命，艰苦创业，开拓奋进，苦练本
领，守护安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他们是“共青精神”
的传承者。他们，就是资阳市消防救
援支队雁兴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

近年来，在省消防救援总队、市
消防救援支队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
正确领导下，雁兴路消防救援站团支
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着力点，
积极发挥团组织先锋模范作用，努力
实现“服务大局有贡献，团的建设有
发展，工作成效有突破”。近日，该团
支部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从 1999 年至今，我们跟消防队结
对子 20 年了。这些年，消防指战员们
逢年过节都会来，平时也是随叫随到，
帮我们做了很多事，很不容易啊！”雁
江区松涛镇敬老院李院长表示，整整
20 余年，从扫地、理发、捶背按肩，到擦
窗、搬砖、爬高上梯，再到排查火灾隐

患、宣传消防常识、组织老人开展疏散
逃生演练等，消防指战员们一直坚持
到敬老院开展义务服务。逢年过节除
了将米、面、油等慰问品给老人们送
去，指战员们还自编自演小节目，只为
逗老人们开心。期间，医药护理专长
的指战员还会定期为老人们测量血压

并进行健康指导。
二十载的风风雨雨，二十载的岁月

更替，消防指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老人
们也来了又去，但雁兴路消防救援站团
支部与敬老院的深深情谊却未曾改变，
消防指战员们质朴而长情的陪伴，成为
了老人们安享晚年的温暖慰藉。

2012 年夏天，有两个女孩牵动着雁
兴路消防救援站团支部青年指战员们的
心。两个孩子皆因家境窘迫而求学困
难。得知情况后，雁兴路消防救援站团
支部专题研究资助方案，最终确定每年
向两名学生分别资助生活费 1200元，并
不定期对其家庭进行走访看望。从此，
一段爱心之路开启了，这一走就是8年。

其实早在 2000年，雁兴路消防救援
站团支部就分别与资阳中学、碑记镇中心
小学结成共建单位和帮扶对子，每年组织
捐款捐物，看望贫困学生家庭。在长达20
年的时间里，救援站团支部定期义务为雁
江区保和中学学生开展军训，多次为资阳
中学、南津中学师生义务送水……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更迭，有
些资料已经遗失，那些名字也不再清晰，
但对于消防指战员来说，它们就像血液
一样，在救援站的队史里缓缓流淌，时至
今日，依旧鲜活。

敬老爱老 优良传统薪火相传

春风化雨 拳拳爱心助困解难

竭诚为民 凝心聚力共抗疫情

到人群中去站一会儿

徐宗政，1976年出生于资阳，后毕业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他先后在英达
执导的80集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赵宝
刚执导的都市情感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
爱人》、冯小刚执导的贺岁喜剧片《手机》和
剧情片《天下无贼》等知名影视剧中担任执
行导演或副导演，多部电视剧获得了业界
认可和观众喜爱。

几乎徐宗政的每部作品里，总能发现
他那超出自身年龄的洞察力。

电视剧《离婚进行时》是徐宗政独立执
导的第一部剧集，当时他年仅28岁。剧中

揭示出中年人现实婚姻生活中的种种危
机，以及现代人内心的纠葛与矛盾，让不少
观众找到自己的影子，引发共鸣。

后来，徐宗政执导的《那时花开》《家比
天大》《特勤精英》《凡人的品格》《奔腾年
代》等作品大多都聚焦不同时代的小人物，
展现平凡人生命力的光辉，尽管题材不同，
但一直保持着注重细节刻画和人物塑造、
贴近真实的特点。

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何而来，如何积累
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徐宗政告诉记者，
除海量阅读与积极思考外，还要真正地生
活在人群里。

“到人群中去站一会儿，聊一会儿，去
感受普通老百姓浓浓的生活气息，去思考

他们的笑声，你会发现他们的乐观非常有
质感。”为从生活中汲取养分，有时，徐宗
政会刻意抽出时间，走进人群，感受更多
层面的真实生活。

每部戏开拍前，徐宗政都会带着演员
进行一些特别的观察和体验。在拍摄《奔
腾年代》前，他就带着一班人到株州电力机
车厂感受体验，与刘友梅院士交流，走进这
个人物的内心深处。

导演是一个光荣的职业

出于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在部队和军
校时，徐宗政曾当过报幕员，多次登台演
唱、朗诵。但在成为演员和导演之间，他最

终选择了后者。
在徐宗政另一类影视作品中，反映了

一些硬汉形象以及无畏不屈的精神，这也
与他的部队经历不无关系。“四川人自古就
比较吃苦耐劳、不屈不挠，而成为军人，则
规范了这种吃苦的精神，锤炼了担当的品
格。”

“导演是个光荣的职业，无数人在检验
你的人格，你也在不断地审视以及锤炼自
己。”在徐宗政看来，拍戏的过程，就是一个
不断奔跑、不断完善自己人格的过程。

徐宗政认为，某种意义上，导演应是一
个哲学家、思想家。因为创作出的作品里
面一定有导演人格的体现，拍出的作品要
有一定的文化传递功能，要有生活哲理和
智慧，要有能一直传播真善美的正能量，

“你所获得的养分，经过你系统化以后传递
出去，对观者有触动，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这种化学反应如果是好的，自己就会觉得
很光荣”。

想拍有温度的资阳城

每年春节回资阳，徐宗政都会去自己
少年时生活、学习的地方——雁江一中、老
资阳中学以及外东街等地走走逛逛。“变化
最大的是城市建设，但家乡的亲切感始终
都在。”

在拍摄电视剧《奔腾年代》时，徐宗政
曾考虑过回资阳拍摄。但因整部戏讲述的
是中国机车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
力机车的发展史，而资阳只有内燃机车厂，
拍摄环境条件不成熟，因此没有选择资阳。

“资阳人淳朴而简单，善良、豁达、热情
是大多数资阳人的特质。”徐宗政说，难忘
儿时在资阳城，人与人之间眼神碰撞的温
度。所以，自己想在资阳拍一部无论城市
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温情仍浓的戏。

资阳籍导演徐宗政

感悟生活创作有温度的作品
□ 本报记者 李梅

一身干净利落的运动装，身形修
长而匀称，资阳籍导演徐宗政整个人
散发着阳光且谦和的气质，一如他的
作品。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在北
京奋斗多年的全国著名导演徐宗政
留守资阳已两月有余。“非常难得的
机会，既让自己可以长时间陪伴父
母，又有时间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好
好沉淀自己。”徐宗政说道。

近日，记者专访了徐宗政，听他
聊了聊导演那些事儿。

工作中的徐宗政（中）。（资料图片）

为群众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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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川菜大会消防安保执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