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隔山可对话袁见面走半天遥 种粮几山坡袁收成全
靠天遥辛苦一年又一年袁日子还在新中国成立前遥 冶龙
陵县木城乡乌木寨村马鹿塘村民小组曾经流传着这
么一段顺口溜遥

马鹿塘村民小组位于木城乡东北部袁 距离县城
100 多公里袁有农户 45 户 169 人袁其中 41 户为傈僳
族遥 村民分散居住在 3 座大山之间袁 住的都是茅草
房尧杈杈房袁多数人靠救济过日子遥

为了改变贫困现状袁2013 年马鹿塘村民小组实
施统规统建袁共整合各类资金 1244万元遥 如今的马
鹿塘村民小组袁 极具傈僳族传统风格的安居房依山
而建袁人畜分离袁厨房尧卫生间统一合理布局遥 环境的

野颜值冶提升了袁群众的思想觉悟也发生了变化遥
野自从马鹿塘搬迁以来袁赌钱喝酒的人少了袁寨风

民风好了袁家家都重视教育遥 谁考上高中袁寨子里的每
一家就鼓励他 渊她冤50元钱袁 考上大学就鼓励 100元
钱遥 冶谈及马鹿塘的变化袁小组长胡志贵由衷地感叹遥

村民余翠香一家 6 口人袁上有父母尧下有儿女遥
走进她家袁 夫妻俩正和刚接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女儿忙着进行烤烟分级扎把遥 丈夫罗永生介绍袁平
时要接送儿子上学无法外出务工袁 家庭收入来源主
要是烤烟种植袁去年种了 11 亩袁收入 5万多元袁今年
的收入应该会比去年好一点遥 余翠香只读过小学一
年级袁基本不识字遥 饱尝不识字痛苦的她暗暗发誓袁

绝不让孩子重走自己的老路遥 乌木寨小学没有学前
班袁余翠香想尽办法把孩子送到 30多里外的乡中心
小学上学遥 乖巧懂事的余招艳深知父母不易袁学习很
努力遥 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后袁她终于接到了南开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遥 那一刻袁余翠香泪如泉涌遥

野余招艳是我们傈僳族的一颗星袁也是马鹿塘的
一颗星袁她是我们孩子今后学习的榜样遥 冶村民胡云
苍说遥 偏僻的山沟沟里袁出类拔萃的余招艳成了村里
的骄傲遥 余招艳被南开大学录取的消息传开后袁朴实
善良的傈僳族村民每家拿出 100元钱向她家表示祝
贺遥 收到乡亲们沉甸甸的心意后袁余招艳感激地说院
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袁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遥 冶

野我是马鹿塘的姑爷袁听说余招艳考上了南开大
学袁我特别高兴袁特意从天宁赶过来祝贺袁希望她能
激励更多的孩子努力学习袁走出大山袁改变命运遥 冶村
民杨加富得知山沟沟飞出金凤凰时袁从 60 多里外的
天宁特意赶来祝贺遥 李长明 邓新强

马鹿塘村院 搬迁野挪穷窝冶 扶智野斩穷根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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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文星中学 2020年招生简章

招生办院0875要5858558 李老师院19987596183
闫老师院18487245521 李老师院19987596165
地址院腾冲市腾越镇秀峰社区吉昌小区 191号

高考单科成绩突出院
王宇豪 数学 138分 腾冲市第三名
康琳竹 英语 144分 腾冲市第三名
杨新星 英语 143分 腾冲市第四名

2.高二年级
2018级同学袁 在 2019年 7月的腾冲市语数外统测中跃升到腾冲市第五名袁

两个精品小班成绩居腾冲市第三名遥在 2020年一月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成
绩优异袁通过率 99.9%袁其中政治尧化学尧地理三个科目袁所有同学全部通过遥

高中招生方案及学费标准
荫学校简介

腾冲市文星中学是经腾冲市委尧 市政府同意袁 报保
山市教育体育局批准袁由腾冲腾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月在腾五中原址按一级完中标准创立的一所
国有民办中学遥 学校位于腾冲市区袁交通便利袁环境优
美袁是重庆巴川中学郭洪校长的野自主教育实验学校冶遥

文星中学以 野育一流英才袁 创一流名校冶 为办学目
标袁以野导师制冶为引领袁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遥 正以
优良的办学条件尧过硬的教学质量尧规范的校园管理赢
得社会的赞誉遥 用拼搏赢得尊严尧用汗水创造卓越袁用智
慧和责任谱写文中野一流师资尧一流管理尧一流追求尧一
流提升冶的美丽华章遥

学校 2020 年计划招生 1080 人袁其中院高一 10 个班
300人袁高三 14个补习班 780人遥

荫师资力量
学校通过整合优化尧 直招聘用等方式袁 构建了一支

业务精湛尧爱岗敬业的专业教师团队遥 目前共有教职工
107人袁其中正高级教师 1人袁副高级教师 10人袁中级教
师 37 人袁研究生 3 人遥 师资除由腾一中尧腾五中尧腾八
中尧市民中尧益群中学派遣的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
外袁 学校从一本以上的名牌大学引进 70多名优秀毕业
生袁充实壮大教师队伍遥

荫办学特色
渊一冤实行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
通过智能化等手段全面落实野三严冶制度院严格控制

学生外出袁 严格控制外来人员入校袁 严禁手机等电子产
品入校遥 真正培养学生自立自强的能力袁 让学生学会自
主管理袁学会生活遥

渊二冤精品小班制分层教学
坚持宽进尧 严管尧 优出的育人模式袁 实施个性化培

养袁导师制引领袁家校互动的创新型模式袁让每一个文星
学子都能成就自己的精彩人生遥

渊三冤自主教育之野12345冶
一个规定尧 两个标准尧 三个制度尧 四个考核尧五

个 100遥
荫办学成果

在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各界人士的指导帮助下袁
经过全体教职工的努力拼搏袁文星中学初办显实效遥

1.高三年级
2019年高考院文理科合计 600分以上 31人袁一本上

线 97人袁一本上线率 21%袁二本上线率 88%袁一本尧二本
上线率及综合上线率均位于腾冲市前三名遥

补习生提分显著袁通过补习平均提高约 55分袁最高
提升 168分遥

更
多
信
息
可
扫

学
校
微
信
公
众

号
二
维
码
获
知

就读年级 学生类型 学费标准 招收人数 报名及录取办法

高一
（新生）

公办生 1200元/学年

300
（公办40）

网上报名、择优录取
公办学位在志愿表第三批次
民办学位在志愿表第五批次

保山市内民办生
（中考300分以上，在第五批志愿中填报文星

中学且在网上被我校录取的学生）
12000元/学年

高一
（新生）

其他民办生
（保山市外及市内未被网上录取的学生）

中考分500以上   1200元/学年

持身份证、成绩通知单等有效证件到
文星中学招生办报名

中考分（460，500】 12000元/学年
中考分（420，460】 16000元/学年
中考分（380，420】 20000元/学年
中考分（340，380】 24000元/学年
中考分（300，340】 28000元/学年

高三
（补习生）

一本线以上 免学费 80
一本线以下 按分数段收取学费 700

1.优秀生奖励办法院根据当年录取情况及考生分数情况袁我校将对部分优秀学生(含公办生尧民办生与补习生)袁给予奖学金或减免学费的奖励遥
2.贫困生补助办法院根据叶文星中学爱心帮扶计划曳叶文星学子助力方案曳袁通过减免学费尧补助餐费等方式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帮扶袁一年来学校累计
投入帮扶款逾 40 万元遥
3.具体招生政策尧奖励办法尧补助方案请联系招生办咨询遥

联
系
方
式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塑编厂小区加装电梯工程方案公示
编号院2020-30

项目名称院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塑编厂小区加装电梯工程
项目地址院玉泉路以北尧兰城路西侧塑编厂小区
项目申报单位院塑编厂小区业主代表
公示类别院批前公示
公示时间院2020 年 8 月 20日 至 2020年 8月 31 日
公示媒体院保山日报尧网站及项目现场公示
公示组织单位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塑编厂小区位于玉泉路以北尧兰城路西侧遥 为响应老旧小区及

人居环境提升相关要求袁经业主代表提出申请袁在原有建筑加装室外
电梯 2部袁我局拟按程序办理相关规划手续袁现将具体内容公示如下院

具体经济技术指标以复核后最终审批方案为准遥
相关单位和利益相关方如对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袁 请于公示期

内以书面形式渊签字并加盖手印冤向我局提出陈述尧申辩或听证遥
联系电话院0875-2207349
联系地址院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科

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 8月 20 日区位图

现状照片 效果图

总平面图 立面图

寻找弃婴渊弃儿冤生父母公告
2017 年 4 月 9 日在隆阳区瓦窑镇繁荣村委会 3

号桥捡拾男性弃婴一名袁出生日期(大约冤2017 年 2 月
9日袁身体健康遥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
隆阳区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联系袁 联系电话 :0875 -
2229153袁联系地址:隆阳区隆阳路永昌文化园 1号遥 即
日起 60日内无人认领袁孩子将被依法安置遥

2020年 8月 26日

更正声明
本报 2020 年 8 月 26 日渊星期三冤总第 8404 期二

版刊登的关于腾冲越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整体销售

野天成商业街冶项目未售房地产公告冶内容中野附一楼
淘宝商铺冶有误袁应更正为野负一楼淘宝商铺冶曰野附一
楼农贸市场冶有误袁应更正为野负一楼农贸市场冶遥

特此更正

本报 2020 年 8 月 26 日渊星期三冤总第 8404 期二
版刊登的寻找弃婴渊弃儿冤生父母公告中第二个落款
为昌宁县民政局的公告中 野2020年 8月 13 日在更戛
乡田头村噎噎冶更正为野2020 年 8 月 21日在更戛乡田
头村噎噎冶遥

特此更正
2020年 8月 27日

声 明 作 废
银 隆 阳 区 西 邑 乡 财 政 所 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1253300105466761载栽袁因不慎遗失叶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渊银
行代收冤曳一份,票号院0001441773袁特声明作废遥银隆阳区汉庄镇法
律服务所不慎遗失叶开户许可证曳袁开户行院保山市隆阳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汉庄信用社袁 账号 院2200012295548012袁 核准号 院
J7530000848901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昆明晨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保山分公司不慎遗失叶开户许可证曳袁开户行院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保山兰城支行袁 账号院2510000209000018336袁 核准号院
J7530001121601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腾冲市合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30522MA6P7E8J3F袁遗失公章尧财务章尧法
人章尧发票章各一枚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腾冲市腾耀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30522MA6P5PDN7X袁遗失公章尧财
务章尧发票章各一枚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父亲段绍值袁母亲邓建冬袁
遗失儿子段其营出生医学证明袁编号 K530167384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父亲董家山袁母亲杨鸿瑜袁遗失儿子董宝主出生医学证明袁编
号 S530047682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隆阳区实悦客房部袁因不慎遗失
叶开户许可证曳袁核准号院允7530000682401袁开户银行院中国工商银
行保山市分行兰城支行袁账号院2510000209000002468袁特声明作
废遥 银保山市隆阳区瓦房乡党东村委会党东组杨春荣不慎遗失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曳 正尧 副本袁 证号院
530502000904袁车辆号牌院云M22966袁特声明作废遥 银保山市隆阳
区板桥镇小永村委会小永 3组杨自开不慎遗失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曳正尧副本袁证号院530502006159袁车辆号牌院
云M21508袁特声明作废遥

西安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
大学袁是国家野双一流大学冶A类建设高
校遥 2013年袁中央启动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扶贫开发战略袁教育部指定西安
交通大学对口支援帮扶施甸县遥 8 年
来袁西安交大充分发挥优势袁采取搭建
平台尧 输出资源尧 开发人力等多项措
施袁在干部培训尧教育帮扶尧医疗服务尧
文化互动等方面靶向施策尧 精准发力袁
真做尧 实做倾力支援保山市袁 真心尧真
情深度帮扶施甸县袁为高校扶贫工作做
出了榜样遥

这个暑期袁 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理尧
工尧管尧文尧医等不同专业研究生支教
团共 30人袁分 3组到施甸县仁和中学尧
大楼中学尧老麦中学开展为期 2周的支
教实践活动袁把西安交大的力量和爱心
送到了边疆遥

星火点亮山乡孩子的大学梦

跟着施甸县老麦中学校长的脚步袁
西安交大支教队来到了一名残疾学生
的家中遥 因为自幼瘫痪袁 发育缺陷袁这
名学生已经不能独立行走和正常说话
了袁15岁的他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遥每
月中旬袁校长和学校教师都会前往看望
这名学生遥 8月 10日是支教的第一天袁
支教队来到了这名残疾学生家中遥

野这名残疾学生的学籍一直跟着初
二年级袁 学校不愿意让他早早地辍学袁

会定时教一些简单的知识给他遥 冶老麦
中学校长向支教队说遥

送教下乡是近年来国家针对困难
学生袁 尤其是残疾学生的一项关怀政
策袁旨在将优质的教育资源送到学生家
门口袁进一步平衡教育差距袁帮扶残疾
学子遥

野教育袁不应该只是健康人的权利袁
无法在校接受教育的残疾学生也有资
格去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袁得到社会和学
校的关怀遥 冶 看到这名学生的现状袁支
教教师高宇麒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送教
下乡的重要意义遥 他说袁享受着高等教
育资源的西交学子袁有责任与义务前往
困难学生家中袁了解落后地方的教育现
状袁用心弥补残疾学生不能直接到校接
受教育的遗憾袁 将课堂搬到他们面前袁
将关心落实到他们家中遥

在老麦中学袁西交学子就是用这样
的点点滴滴和学生互动袁言传身教袁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求知若渴的学生袁 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点亮了山乡孩子的大学梦遥

让小小少年大声诉说心事

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和朋友噎噎冶
站在操场中央袁段艳兴同学手持话筒袁大
声地把一直藏在心里的话喊了出来遥 虽
然她额前的刘海被刚下过的雨黏在了脸
上袁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大声地表达心中
的想法遥 这是施甸县仁和中学支教教师

组织学生开展野少年说冶活动的一幕遥
野少年说冶活动旨在关注青春期孩

子们的心理健康袁给孩子们一个表达自
我尧说出心中困惑的机会袁鼓励孩子们
在熟悉的校园内袁站上高台袁抒心中情袁
道心中事袁不再羞涩和胆怯袁进行直白
的沟通表达遥 活动中袁仁和中学孩子们
的野告白冶大多围绕着亲情尧友情尧学业
以及对教师和支教队员们的感谢袁队员
们也结合自己的经历对孩子们提出的
问题进行了回应遥 野无论是好的经历还
是坏的经历袁正是这些事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鲜活遥 冶支教教师鲍可妍说遥

成长的路上难免沟壑纵横袁虽然孩
子们遇到的很多难题是受限于原生环
境袁 或许一次呐喊并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袁但这个自由沟通的空间袁给出了支
教队员和孩子自己更多的解题新思路袁
同时也让孩子们知道了沟通交流的重
要性遥

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能传多久
和多远袁但我们希望这是一次自外向内
对学生的呼唤遥 冶支教教师们对这次活
动都由衷地发出感叹遥

纸飞机跃上自由翱翔的天空

施甸县大楼中学的教室里飞扬着
一架架洁白的纸飞机袁一场纸飞机实验
课正在进行遥 课堂上袁支教队的教师们
从纸飞机讲到了长征 5号尧 歼 20等大

国重器袁从中国航天领路人钱学森学长
谈到了新一代野航天英雄冶景海鹏尧陈冬
校友袁同学们眼神中迸射出了他们对于
蓝天的向往以及对英雄的敬仰遥

野我相信风的力量袁更相信自己的
力量袁我相信自己可以去实现飞机上的
愿望遥 冶初二渊3冤班蒋秋月同学看着飘向
远方的纸飞机袁 兴奋地向身边的支教教
师说遥 野虽然我的飞机不是飞得最远的袁
只是平平凡凡的一架小飞机袁随风飘起袁
随风落下袁没有人注意到它袁但是我看
到了整个过程袁看到了它的旅行遥 冶

看着一个个写着梦想的纸飞机在
天空中翱翔袁支教教师们也想起了自己
童年的梦想袁从这堂课中感受到让更多
青少年敢于有梦尧勇于追梦尧勤于圆梦袁
为同学们播种梦想袁点燃梦想袁这正是
支教的意义所在遥

野网络快速发展环境下的支教袁需
要的不仅是简单的送教下乡袁更需要扩
展孩子们的视野袁帮助学生树立梦想与
志向遥 冶支教团教师林鑫说遥

2020 年是西安交通大学支教云南
施甸县的第 8 年遥 8 年来袁一届又一届
的支教队成员们在同样的学校留下了
不同的印记袁 以青春力量谱写青春华
章袁以青春话语回应时代召唤遥 他们在
这里播下梦想的种子袁传递着用爱引导
学生的理想和信念袁越来越多的学生通
过读书走出大山袁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遥

张书红

李明袁 一位从缅甸腊戍
嫁到施甸姚关山邑洪祥的缅
甸媳妇袁 是众多姚关缅甸媳
妇中普普通通的一个袁 却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里闪着光芒
的励志星星袁 真正怀着感恩
的心袁 凭借自己那双干练的
手袁脱贫致富遥

在香泰园农家乐见到了
皮肤偏黑尧稍有些圆润尧性子
很好的李明遥 她说她尤其记
得来中国的日子袁2008 年 5
月 12 日袁因为那天发生了汶
川大地震袁 从此开始了她在
中国的新生活遥

她回忆刚来姚关时袁丈
夫家里很穷袁房子破旧不堪袁
公公身体不好袁瘫痪在床袁常
年吃药袁经常住院遥 单靠丈夫
外出务工袁 根本无法撑起家
里的吃用开销遥 关键时刻政
府帮了她一把袁 将她们家纳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袁 但是一
开始她并不懂什么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袁 周围的人解释说建档立
卡贫困户为穷人家后袁她觉得很惭愧袁既然自己有着一双手袁健
康的身体袁政府扶了自己一把袁让自己站起来袁那么自己必须要
走下去袁甚至跑起来袁赶上中国全面小康的路遥

初到山邑袁 李明只是在家照顾老小袁 依赖着丈夫的外来媳
妇袁可从小不屈服的她袁绝不可能让日子这么苦下去遥 看准了山
邑野鸭湖的旅游效应袁身为傣族的她自小就会做撒撇尧手抓饭的
手艺袁于是开始在周边摆摊遥 语言交流不流利的她袁硬是靠着简
单几句汉语把小吃摊生意做得红火起来袁 成为整个野鸭湖边生
意最好的小吃摊遥 小吃摊攒够了开店的本钱袁她立马到姚关街农
贸市场门口盘下了一间店面袁正式做起缅甸傣味小吃遥 她说她不
怕苦袁就怕闲着找不到事情做袁就怕苦不到钱遥

2018年的保山端午花街袁她一口气拿下了五个摊位袁租赁方
都劝她不要租那么多袁摊位费贵袁回本困难袁但是不服输的她还
是毅然开摊子卖撒撇遥 早上天不亮就备好当天的食材袁凌晨才收
摊袁一天卖出上千套撒撇袁15天净赚 2万块遥 李明就这样在一次
又一次的自我突破中袁 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过上了她幸福的中
国生活遥

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中国人遥 我为我能嫁到
姚关来而感到幸福遥 冶李明没有一丝犹豫地尧坚定地说出了这样
一句话遥 虽然缅籍人口不能纳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袁但像李明一
样合法嫁到中国的缅甸媳妇袁 依旧可以享受我国的医疗保险制
度遥 她说光是这一点袁就够她向那些生活在缅甸袁甚至嫁到美国的同学炫耀一辈
子了遥 特别是今年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袁在电话中得知那些远嫁到美国的同
学袁现如今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袁她更是成为了大家羡慕的对象遥 野每到年节袁
牵挂着我们家的小杨就给我们送来油尧米等袁虽然那些东西不值几个钱袁真的袁我
真的太感动了遥 冶说着她眼眶里盈满了泪水遥

现在袁李明热火朝天地开起了自己的农家乐袁生意越发红火遥 丈夫承包了 20
多亩土地袁种植小米辣尧无筋豆尧菜豆等蔬菜遥知恩情尧懂感恩的她袁自己脱贫的同
时袁从来没有忘记过和自己曾经一样贫困的乡亲遥 农家乐里打工的两位姐姐袁也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袁从她们来打工的第一天起袁李明就一直这样和她们说院你们
来我这里学手艺袁然后自己攒一点本钱袁拿着本钱你们自己再去经营袁这样日子
就会一天天好起来的遥

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缅甸媳妇袁乘着姚关脱贫攻坚的浪潮袁靠着自己那
双奋斗的双手袁把日子过出了新的样子遥 角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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