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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 时，在低回的哀乐声中，全体

人员向唐超遗体行默哀礼，行三鞠躬礼。

“唐超的先进事迹，是遂州大地上无数

热血故事的典型代表，是百万遂州人民的

骄傲！他火热的心温暖了渠河春水，流遍

遂州大地！为大爱遂宁、全国文明城市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仪式上，船山区区

委书记曹斌致悼词，他倡议大家要传承英

雄的精神，化悲痛为力量，为遂宁建设成渝

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更多力量！

“我和唐超素不相识，但在我们一起

跳入渠河，营救落水女孩的那一刻，我们

成为了‘战友’。”仪式上，和唐超一前一

后跳入渠河救人的网约车司机黄晓洪也

来送“战友”最后一程。他表示，这份英

雄的荣誉不仅属于他和唐超，更属于广大

出租汽车、网约车驾驶员群体。在大家身

边，还有很多默默做着好事的平凡英雄，

他们扶危济困、拾金不昧，受到这种氛围

的潜移默化，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善举。

2 时 30 分，数百名社会各界人士开始

有序地向英雄敬献鲜花，在瞻仰遗容后，

每个人都将手中的鲜花轻轻放在棺旁。

走出告别大厅，不少人依然没能控制住自

己的情绪，在大厅外面相拥落泪。出租车

司机魏师傅擦掉眼角的泪后向记者表示，

唐超是出租车行业的英雄，值得每一位出

租车司机学习，他今后要以唐超的精神为

榜样，积极帮助更多的人。

“我的爸爸用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的

美德——舍已救人，您是遂宁人民的英

雄！您是遂宁人民的骄傲！您是我最敬

仰的人！英雄的爸爸我永远爱您，您的精

神会永远鼓舞着我！”在代表家属致答谢

时，唐超的儿子承诺：一定好好学习，不

辜负爸爸对他的期望，不辜负献爱心的爷

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对他的关爱和希

望，长大后一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坚强。

英雄唐超，一路走好！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唐超遗体告别仪式昨日举行体告别仪式昨日举行
数百人含泪送英雄最后一程最后一程

舍身不问生死路，渠河

呜咽送英魂。昨（20）日，市

殡仪馆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英雄的哥唐超的遗体告

别仪式在此举行，数百名怀

着沉重心情的人们从四面

八方赶来，个个手持着鲜

花，送英雄最后一程。他们

中，有党政机关干部、有企

事业单位代表，还有出租车

司机、教师、医生等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

社会社会关注关注

（紧接 01 版）助推高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着力营造支持创

新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更加有效地服务改

革发展。

加快建设中心极核引领区，还需要各县（区）、园区主

动作为，发挥协同发展的引领作用，推动竞相跨越。各县

（区）、园区要积极主动抢抓机遇，稳妥有序推进遂宁高新

区各园区建设，走出一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特色鲜明的

发展之路。船山区要集中精力抓好高新区船山园区建设，

按照“一年起步、两年成形、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总

体目标，加快再造一座产业新城；安居区要坚持错位发展、

特色发展，加快高新区安居园区规划建设，打造好遂宁高

新区的安居板块；遂宁经开区要坚持协同发展，加快建设

遂宁创新园区，高水平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蓬溪县要扎

实抓好高新区金桥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招大引强和产业协

同等工作，加快打造生态宜居、产城相融的城市组团。

（紧接 01 版）刘德福要求，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握分

党组工作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各专委会成立分党组是加

强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的迫切要求，是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的内在

需要；要理清思路，突出重点，明确工作主要任务，以理论

学习强化思想武装，以政治过硬加强政治引领，以严明纪

律提升履职境界；要尽职履责，开拓创新，促进履职质效提

升，明确党建工作导向，探索党建工作方法，提升政协工作

质效，不断提高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质量，为助力成渝发展

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冉义，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

长刘锋华参加会议。

加快建设中心极核引领区

市政协召开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工作推进会

女子遗失 3.5万元耳环
民警全力查找物归原主
3 月 19 日晚 22 时许，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嘉禾派出所接

到一名叫胡小慧的女士报警，称自己的红宝石镶钻耳环在

某酒店遗失 ,请求民警帮忙。

接警后 ,值班民警肖敏、施舻峰迅速赶往现场。经了

解得知，胡小慧于 3 月 19 日上午 8 时离开酒店时忘记将耳

环带走，19 时发现耳环遗失后返回酒店寻找未果，随后选

择报警。

民警会同酒店工作人员进入胡女士之前入住的房间

进行深入寻找，但未发现任何线索。随后，民警调取了有

效时段内的监控，并通知两名酒店保洁人员到派出所进行

询问调查，但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名保洁员都没有嫌

疑人，该房间也没人入住，因此，我们推测，东西可能就在

房间内。”民警肖敏说，3 月 20 日 8 时，民警再次对酒店工

作人员开展询问，并进一步通知酒店继续对房间进行检

查，最终通过民警、失主、酒店工作人员多方努力，在酒店

房间床头下方深处将价值约 3 万 5 千元的红宝石镶钻耳环

寻回。

耳环失而复得，胡小慧十分激动，对民警表示衷心感

谢。（文中女士姓名为化名）

（谢蒂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3 月 20 日上午，在市城区灵山街的福

娃幼儿园内洋溢着阵阵欢声笑语。此时，

一名中年女子正默默地站在教室的角落，

清理着孩子们刚刚用完的玩具。她叫何

晓容，是该幼儿园的园长。

何晓容个子不高，穿着朴素，从她的

言谈举止中，能深深地感受到她对幼儿教

育的热爱和对幼儿园管理工作的专业和

熟练。看到如今越来越“成熟”的幼儿

园，何晓容心潮澎湃：历经 20 余年的奋

斗，自己的梦想之路越走越宽阔。

带着理想创业
现实让她偿到“败果”

何晓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1991 年从安居职中幼师班毕业后，当上了

一名幼儿教师。平日里她对工作认真负

责，对孩子们的照顾无微不至，经常也有

家长向她讨教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也让她

很快在学校和家长心中树立了良好“口

碑”。

一次偶然的聊天中，何晓容从不少

家长那里了解到，市城区南片区小孩较

多，但幼儿园却非常紧缺，有些孩子不得

不到离家很远的地方读幼儿园。听完后

何晓容陷入了沉思：“只有自己办个幼儿

园，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就近接受学前教

育。”带着这一信念，1993 年，何晓容毅然

辞去了幼师工作，与同学开办了一所幼儿

园。

让何晓容意外的是，幼儿园刚办好，

收生情况就特别好，甚至顺利得有些不可

思议。但时间始终是最好的“老师”，没

有管理经验，加之与合伙人的想法不断产

生分歧，何晓容的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

终。

初见成效却遇“拆迁”
创业梦再次被打入低谷

虽然第一次创业失败，但何晓容却没

有失去信心，她将其作为一次宝贵的经

验。成功需要坚持，更需要先进的理念和

经验，带着这股拼劲，1994 年，何晓容来

到了广东当幼师，在几年的“潜伏”中，她

积累了不少办学、教育经验和资金。

见时机成熟，2000 年，何晓容在贵州

遵义开办了一所幼儿园，开始了第二次创

业。然而，第二次创业并没有第一次开头

那样顺利，第一学期只招收了 50 余个孩

子，除了校园平日的开销，几名老师的工

资都只有倒贴。不仅如此，作为外地人的

何晓容还受到排挤，这让她更是身心疲

惫，一度想要放弃。

“为什么我要办幼儿园？为什么我要

去广东？”想到这里，何晓容茅塞顿开。

就这样，何晓容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办学理

念，并用心感化家长，这一办就是 5 年，幼

儿园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何晓容创业顺风

顺水时，幼儿园所在的场地将被征用，急

需拆迁，何晓容的创业梦再次被打入低

谷。

回到家乡“卷土重来”
用心经营让幼儿园备受“青睐”

带着一丝失望，2005 年，何晓容回到

了遂宁，看到熟悉的城市她倍感踏实。

“这是梦开始的地方，就在这重新再来

吧。”经过多日来的苦苦寻找，何晓容并

未发现合适的办园场地，于是便在同学的

福娃幼儿园里再次当起了幼师。6 年后，

她成功接手了福娃幼儿园，成为了幼儿园

园长。

“刚开始的情况与在广东办园的情况

一样，面临着很多问题。”对老师的不了

解、家长的不信任、管理制度不完善……

有了前车之鉴，这次何晓容并没有自乱阵

脚，而是不断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此

时，市总工会的出现也给了何晓容莫大的

帮助，除了为其提供创业资金，还对她进

行了免费培训，这让她的办园理念有了很

大提升。此后，何晓容从整顿教师的自身

素质入手，不断优化教师队伍、完善校园

制度、树立校园形象，平日里除了加大对

幼师的培训，自己也亲力亲为，这让幼儿

园更受家长“青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经过

磨砺，才能逐渐走向成功。”如今，何晓容

依然在幼儿园中忙前忙后，她说，“做任

何事都得用心，有了坚持，才会离梦想更

近。”

（全媒体记者 吕苗）

福娃幼儿园园长何晓容

创业需用心坚持才能离梦想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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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名社会各界人士向唐超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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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到交警大队处理违法
交警核查其竟是在逃人员

3 月 14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在处理一起

酒驾违法行为过程中，成功挡获一名网上刑拘在逃人员。

当日下午 2 时许，一名男子走进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二大队特勤中队，该男子称其在 1 月 15 日晚上因醉酒

驾驶被查，此次前来处理自己的违法行为。按照事故处理

程序，办案交警对其醉驾违法行为的具体细节及身份信息

进行了核查。当办案交警在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和网上

信息进行核查对比时发现，当事人肖某涉嫌盗窃案，系刑

拘在逃。确定肖某身份后，现场交警立即将其控制。

经核查，当事人肖某因 2018 年 5 月份在蓬溪县大石镇

通祥街通祥家园小区涉嫌盗窃案，最终因盗窃案被蓬溪县

公安局大石派出所挂网追逃。目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

属二大队特勤中队已将嫌疑人肖某移交给了蓬溪县公安

局大石派出所，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全媒体记者 吕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