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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今起可网上报名
本报讯（记者 张泰源）记者从市征兵
办获悉，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
人员，符合条件的廊坊市民可于 7 月 12 日
8:00 至 22 日 12:00 期间登录军队人才网
进行网上报名。
据介绍，军队文职人员平时履行相应
岗位职责，根据需要参加军事训练和非战
争军事行动，承担相应的作战支援保障任
务，依法服现役。
军队文职人员待遇以现役军官为参
照，军队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工资制度，
文职人员可租住用人单位的宿舍，符合条
件的可租住公寓住房。文职人员的住房公
积金、住房补贴和房租补贴参照现役军官
政策确定的标准执行，符合规定条件的人
员，军队可以增发住房补助。用人单位及
其文职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参加所在
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
险，缴纳保险费。军队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为文职人员建立补充保险。平时看病享受
社保待遇，军队给予医疗补助，执行军事
任务期间免费医疗。此外，健康体检、探亲
休假、子女入托等普惠性福利待遇，文职
人员与现役军官同等享受。参加军事任务

伤亡的抚恤优待执行现役军人政策。
军队文职人员的招考对象为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或者社会人才。其中：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应届毕业生和非应
届毕业生，应届毕业生是指 2018 年毕业
且在当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
和《学位证》的毕业生；非应届毕业生是指
在两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
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
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
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
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
生。定向招考对象为军队烈士、因公牺牲
军人的配偶子女以及现役军人配偶。
报考军队文职人员，需符合《军队聘
用文职人员政治考核工作规定》明确的政
治条件，并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
以上学历。其中，艰苦边远地区等特殊岗
位可不作全日制要求；报考护理岗位的，
可为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具体学历条件，
由用人单位根据招考岗位需要明确。具有
招考岗位要求的专业技术资格和职业资
格。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外，硕士研究
生以下学历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报考

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博士研究生学历的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报考初级、中级专业
技术岗位的，不作资格条件要求。报考初
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
报考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据了解，全军统一考试大纲分为公共
科目和专业科目，其中管理岗位和专业技
术岗位共用公共科目考试大纲；专业科目
考试大纲区分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
两类，按各专业领域和学科门类设置。专
业科目考试大纲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理
工学、农学、医学、图书档案学、艺术学、管
理学等 13 类 44 个专业。公共科目考试时
间为 8 月 26 日 9:00~11:00；专业科目考
试时间为 8 月 26 日 14:00~16:00。
据悉，公共科目、专业科目和面试成
绩满分均为 100 分，总成绩按百分制折算。
其中，公共科目、专业科目、面试成绩分别
占 30%、30%、40%。12 月下旬前完成审
批。新录用人员通过审批后到岗工作。合
同起始日期统一从今年 12 月 31 日起算，
试用期为 6 个月。

“京津冀文博一体化系列展——廊坊博物馆藏剪纸艺术展”
开展

近百件优秀剪纸作品在民族文化宫展出
本报讯（通讯员 徐晓川 记者 张春
娥）7 月 10 日，由民族文化宫、廊坊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共同主办，民族文化宫博
物馆、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廊坊博物馆共
同 承 办 的“ 京 津 冀 文 博 一 体 化 系 列
展——廊坊博物馆藏剪纸艺术展”在民族
文化宫开展。
自古以来，京津冀三地人缘相亲，地

域一体，文化一脉。这次北京、廊坊两地博
物馆联手合作，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双方共同致力于
京津冀文博一体化建设，为京津冀全面发
展提供文化支撑，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
剪纸作为我国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
门类，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中国的剪

纸艺术最早始于西汉，宋代时剪纸形式变
得多样化，到了明清时期，剪纸手工艺术
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本次展览廊坊
博物馆精选了近百件优秀剪纸作品，其中
涵盖了民国时期剪纸珍品和现代剪纸的
代表作品，多为吉祥图案、花鸟鱼虫、戏剧
人物等，构图饱满，题材丰富，具有极高的
观赏价值。

27 路公交司机暖心举动 获老人点赞！
本报讯（记者 李琳）近日，刘女士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向记者称赞 27 路公交
车司机尊老爱幼，职业素质高，
“ 谢谢司
机师傅，在我母亲乘车时多方面的提醒
和照顾。”
刘女士的母亲今年 68 岁，每周一上
午 6 点 45 分，老人都会从阿尔卡迪亚小
区乘坐 27 路公交车前往女儿家。由于老
人经常会拎一些吃的用的，再加上腿脚
不如年轻人那么利索，上车或下车时动

作就慢了些。
“ 曾经有几次，我妈乘公交
车时还没坐下，车子就已经启动了，老人
身体前后晃动，脚下踉跄，母亲还曾为此
事抱怨过。
”
7 月 9 日，刚一进女儿家，刘女士的
母亲就兴奋地告诉她，最近一个月她遇
到了一位好心司机。这位司机在她上车
时，会提醒她注意脚下，会等她坐稳后再
启动车，下车时也不会催促她。
“ 在乘车
的过程中，老人还观察到，这位司机还会

帮助不会使用支付宝的乘客申领乘车
码，主动提醒乘客给孕妇、老人、孩子让
座。”当天出门前，老人再三叮嘱刘女士
要联系市公交集团表扬这名司机。
随后，记者采访了市公交集团，工作
人员表示对于该名司机身份公司会尽快
核查并提出表扬，
“ 廊坊是一座文明城
市，热心又有爱心的司机，能让老人感受
到生活在廊坊的幸福感，是我们行业的
榜样。”

环卫工人拾金不昧 原地等待物归原主
本报讯（通讯员 赵艳 记者 邢建平
实习生 胡林）近日，
市民王先生来到广阳
区环卫局清扫一中队环卫工人冯学俊所
清扫的路段，
将一面写有
“敬岗爱业 品德
高尚”
的锦旗亲手送给了的冯学俊。
6 月 23 日下午 6 点左右，环卫工人

冯学俊像往常一样在市人民公园东门保
洁作业，忽然发现站牌前的果皮箱上有
一个书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多张银行卡、
身份证和日常用品等贵重物品。
冯学俊想，
失主一定很着急，
得想办法
找到失主。
于是他决定在原地等待。
不一会

儿，
失主就焦急万分地赶回来寻找失物。
经
核对确认后，
冯学俊把包物归原主。
看到失
而复得的东西，失主王先生连声道谢。他
说：
“心里热乎乎的，
真是碰见好人了。
”
几天后，为了感谢冯学俊，失主王先
生特意制作锦旗送到了他手中。

网络总点击率达 8000 万!
本报讯（记者 苗月平）
“喃耶要是生
活在原始社会，忒得啦……”
“喃什么也没
看见……”近日，多则用文安话配音的短
视频在网上被广泛转发。制作这些视频配
音的，是“90 后”文安小伙靳鹏飞，他 2014
年开始在网络上配音，利用独特的文安话
为各影视剧、小品、综艺节目进行配音，至
今作品达百余部，全网总点击率达 8000
万左右。
靳鹏飞今年 25 岁，是一位土生土长的

文安人。因为热爱家乡，与朋友聊天时也
喜欢说文安方言，乡音难改。可他发现，现
在很多年轻的文安人只会说普通话，对家
乡的方言却不熟悉。
“我就想通过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让
有特色的文安话传承下去。”2014 年，靳
鹏飞发现网络上有一款名为 《配音秀》
的 APP 特 别 火 爆 ， 里 面 有 小 品 、 影 视
剧、综艺节目、诗朗诵等各种视频片
段。于是，他开始在里面寻找适合的视

频，并用文安话配音。
视频有长有短，几十秒的、几分钟的、
十几分钟的都有，为了将最好的效果呈现
给大家，靳鹏飞每个作品都反反复复配音
很多遍。配好之后，他再上传到腾讯视频、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供大家欣赏。
靳鹏飞希望文安方言能够让更多人
看到和关注。同时，他也会寻找一些老辈
文安人一起研究，把文安话的特色传承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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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明创建 弘扬良好家风

传承好家风 最美是孝道
本报记者 邢建平

薛家宝一家人。
在文安县滩里镇富管营村，提起薛家宝一
家没有人不竖起大拇指。这一家人父慈子孝、家
庭和睦、与邻里关系友爱。近两年，65 岁的薛家
宝和 63 岁的老伴儿何俊霞加入了村里的爱心
组织，当起了义工，为村里的大事小情奔走，不
管谁有困难都会去帮一把。

在媳妇儿眼里公婆就是榜样
薛家宝共有姊妹兄弟 8 个，
要是把整个大家
庭的人都算上一共得有80多口。
虽然平时各忙各
的，
但重要的节日总会聚在一起，
关系十分融洽。
薛家宝的父母健在时，他们一直跟老人一
起住，何俊霞和自己的婆婆相处得像母女一样。
这一点，儿媳妇张维维印象深刻。张维维说，奶
奶的生活起居全部是婆婆一手操办，穿衣、洗
澡、吃饭，
件件事都被打理地井井有条。
一次，奶奶因为一件小事埋怨起婆婆来，絮
絮叨叨说个不停，
何俊霞不仅不生气，还继续笑
呵呵地给奶奶收拾屋子。事后，俩人又像啥事都
没有一样，谁也不记仇。张维维这才明白，原来
俩人都把彼此当成亲妈、亲闺女一样，说话办事
从不掖着藏着，
即便是拌嘴也一会儿就忘了。
因此，张维维和丈夫薛猛结婚 16 年，育有
一子一女，他们也一直都和公婆薛家宝、何俊霞
住在一起，在她眼里，公公婆婆的一言一行对她
的影响很大。
她不仅打心眼儿里佩服公婆，
也把
公婆当成自己的榜样，并下决心要做得更好。

为了一个目标一家人共同努力
薛家宝一家是做服装生意的，自从儿子薛
猛和儿媳妇张维维接手后发展得越来越好，单
家里的加工厂就有几十名工人。但今年他们一
家共同做了一个决定，收缩家里的生意，把工厂
关掉。起因孩子要到廊坊市区读初中，张维维要
去陪读。这样一来，家里的生意就缺少了张维维
这个主力军。
面对两难的选择，一家人在年初坐在一起
开了个家庭会议，并一致认为孩子的教育无论
如何都不能耽误。薛家宝和何俊霞很支持儿子
和儿媳妇的决定，
他们让张维维放心去陪读，
不
要担心家里。
张维维说：
“公公婆婆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
鼓励，我一走，家里一大摊子事儿都得他们担起
来，可我就是特别放心。
”

做义工把小爱变大爱传播出去
近两年，文安县滩里镇富管营村注重传统
文化传承，并成为有名的
“孝心村”。
受此影响，薛家宝开始学习传统文化，他跟
随村里的志愿者团队多次到省内、省外学习，
学
习传统文化，传播孝道精神。现在谁家有纠纷，
他就过去帮忙调解，
谁家有对老人不好的子女，
他就主动拉着人去学习传统文化。他说：
“前一
段时间，村里有个孩子对父母不好，我就带他去
湖南上了传统文化课，现在变化特别大。”
何俊霞也成了村里的义工，
经常组织村中的
妇女跳广场舞、唱戏。
老两口成了村里各项活动
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张维维说：
“要是老两口有事
不在家，
村里的人一遇到事就好像没了主心骨。”
采访时，薛家宝和何俊霞正在村里做义工。
薛家宝说：
“现在，我和老伴儿没啥想法，
自己的
小家和谐，
儿子媳妇都孝顺，
孙子孙女也听话，
就
想着让别人的家庭也能受益。
全天下的子女父母
那么多，
我们就想让小爱变成大爱传播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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