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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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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房
▲急售，长江路市委家属院 4楼。
三室两厅，双气，136m2，有证，51万
元。18737007533
▲售北海路南帝景南苑2楼，96m2，
地下室14m2。13837059348
▲售地：中州路和环保路交叉口往
东 100 米，两块别墅用地，各 1.1
亩，70年出让性质。13651831280
▲售白云游乐园附近门面房和住
房。13598330088

▲急售商丘市睢阳大道与珠江东
路交会处西南角“合谐新天地”小
区内 15楼，148m2,三室两厅，毛坯，
一梯两户，南北通透，户型合理，配
套齐全，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15637097128

租房
▲出租南京路金世纪广场附近住
宅，135m2，5楼，三室两厅，家具、家
电齐全，双气齐全，可随时入住。
13613708969

▲招租民权县农垦大楼 3至 5楼，
面积约1800m2。15503870678
▲出租凯旋商城 11号楼 117号商
铺、118 号商铺门面房 2 间，面积
147.82m2。临凯旋路路西中间位置
（苹果店），纯一层高 6米，黄金旺
铺。因合同到期，对外出租，价格
面议，无转让费。13703708088

转让
▲八一路与哈森路南300米路东古

城牛肉馍整体转让，有稳定客源，
技术包教会。15639485777
▲梁园区清凉寺大道北段标准化
厂房 4000m2，土地 9亩，一块出让。
18337068866
▲店铺急转：团结西路大学生文化
广场内西侧 27号，145m2，新装修，
价格面议。138737068122
▲饭店急转。商丘市中心广场某大
型品牌饭店，生意兴隆，客源稳定，
旺铺，接手即营利。因工作忙等原
因急转，非诚勿扰。15803706807

招聘
▲平台附近，有一大型洗衣厂，招女
处理分捡工 3名，招男接送工 3名，
工资面议。15518628156
▲商丘铭力房产汽车服务公司高薪
招聘行政总监 2名，前台接待 6名，
办公文员 10名，房产经纪人 20名，
汽车销售顾问 20 名，保险代理 4
名，综合业务经理 30名（年龄 35岁
~55 岁），年薪 10 万元~15 万元。
1359836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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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休日、寒假、暑假招初中各年级及小升

初、初升高优秀学生（先试听）。

2.诚聘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

电话：13087023697 13037528087

曹老师辅导班

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各类公告、遗失声明
电话：17839068165 长期高价回收：茅台、五粮液、郎

酒、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大曲、古井
贡酒、口子酒、宋河、张弓等各种老酒，
2005 年以前批量库存酒，冬虫夏草等高
档礼品。

全市高价，可上门服务！
服务电话：17637019900
地址：商丘市长江路与学院路交叉口

东南角（诚信老酒馆）

回收老酒 名酒 礼品

商丘市康兴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主接单位、小区、家庭、
医院等长期保洁卫生。

电话：15518727771
13273706613

家政服务专业疏通下水道
化粪池抽污，小区、学校、医院化粪

池抽污及各种下水道疏通。
电话：0370-2020993 13837017178

小太阳幼儿园常年招生
东方办事处小太阳幼儿园常年招生。
招生电话：18338781798 13037544036
地址：长江路与九州路交叉口北200米路东

刊登各类公告、遗失声明（身份证、驾照、土地证、发票、组织机构代码证、房产证、营业执照等），遗失声明300元，公告类500元至
2000元不等；租售房广告每月100元，3个月200元。其他广告每块4厘米×4.6厘米，每次100元，每月2000元。广告刊登范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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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将至，各地学校纷纷举办
形式多样的考前动员活动，给考生

“壮行”：校长化身外卖小哥，送上
心意和祝福，学弟学妹用歌声为高
三学生加油鼓劲，在气球上写下心
愿……

●最直白 魁星戒指
6月 1日上午，山东省烟台第

四中学壮行大会在学校运动场举
行，3300多名师生到场。学弟学妹
们唱起《海阔天空》献上美好的祝
愿。学校领导向毕业生赠送学校
纪念品。此次烟台四中精心打造
920枚“魁星戒指”，赠送初、高中毕
业生，寓意着：魁星点斗、独占鳌
头。校长叮嘱大家，面对考试要把
自己调整到“能吃能睡、没心没肺”
的状态，始终拥有必胜的信心。

●最豪放 喊楼解压
“我爱侨中！”“高考加油！”“老

师，我爱您！”……5月 31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喊楼”活动在海南华
侨中学高中部上演。学校 1200多

名高三学生与即将参加高二会考
的学生集体“喊楼”释压。

海南华侨中学负责人介绍，约
八九年前，从外省传来海南的“喊
楼”活动在海南侨中上演。如今，
高考生的“喊楼”已经成为侨中校
园文化的一部分。今年，为了让高
考生减轻压力，释放青春正能量、
激发斗志，高三年级组织了一场盛
大的文明“喊楼”活动，并首次邀请
家长代表参与活动。

●最有趣 校长送餐
日前，福田中学为即将高考的

高三学生精心准备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考前减压活动。高三年级的
18位班主任老师们身穿“必胜”T恤
登台，为即将高考的同学们送上祝
福，加油打气。“没有等出来的辉
煌，只有走出来的精彩！孩子们请
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孩子们，
希望你们都能实现梦想，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

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校长和

老师化身“外卖小哥”，骑着外送单
车进入操场，给同学们送来了寓意

“必胜”的比萨，也为同学们带来了
必胜的鼓励。

“没想到我们的校长和老师们
太有创意了、太潮了！”高三学生们
纷纷表达惊喜之情。

●最浪漫 放飞梦想
“我们放飞的不是气球，而是

梦想。”5月 28日，深圳第二实验学
校数千师生欢聚一堂，写祝福，放
气球，齐高歌……为高三学子加油
助威。

上千个气球携带着同学们的
心愿，同时放飞。高三年级英语老
师带来了一首英文歌曲，借歌声给
学生们送上祝福。

学校负责人说，往年有些学生
通过丢书、抛撒试卷减压，今年学
校开展了放飞气球、唱歌等更积极
的方式，帮助同学增强信心，释放
压力，调节到最佳心理状态。

据《北京晚报》

新华社南京 6月 3 日电
长夜群星，璀璨天地。在南京
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长夜星
空”展馆中，可以看到用多媒体
投影呈现出的烈士英容，与
LED灯营造出的星光交融，象
征每位烈士散发信仰之光，闪
耀在革命道路上。

孙津川就是这“漫天星
光”闪耀革命道路中的一位烈
士。1895年，孙津川出生于安
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14岁
起先后到南京、上海做工。
1924年秋，孙津川在上海与中
共党员彭干臣相识，并在其影
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8月经彭干臣等介
绍，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委
员。不久，中共吴淞机厂特别
支部成立，孙津川被选为特支
书记。

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
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行工
人武装起义。1926 年 10 月，
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带领吴
淞机厂工人武装切断沪宁铁
路，破坏北洋军阀的后勤军需
补给线，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
装起义创造条件。1927 年 3
月，孙津川领导吴淞机厂工人
举行大罢工，揭开了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3月
28日，孙津川被选为沪宁、沪
杭甬两铁路总工会委员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
津川往返奔走于武汉、九江、
上海等地，代表全国铁路总工
会接待和安置苏、浙、皖、赣等
省的流亡同志，秘密整顿并恢
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织。

党的八七会议后，孙津川
被党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

市委书记。在极其严重的白
色恐怖中，他着手整顿党的组
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和
组织群众，坚持地下斗争，准备
武装暴动。

1928年 7月，孙津川因叛
徒告密，身份暴露而被捕。在
狱中，国民党军警特务妄图用
高官厚禄和酷刑逼迫孙津川
交出党的机密和南京地下党
的名单，但遭到坚决拒绝。被
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孙
津川坚定地对敌人说：“要杀
就杀。枪毙我一个，还有十
个；枪毙我十个，还有百个。
千千万万的革命者，你们是杀
不完的！”

1928年 10月 6日，孙津川
一路唱着国际歌，高呼着中国
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3岁。

“大伯在我心里是个顶天
立地的英雄。1928年他在雨
花台牺牲，他对党的信仰和忠
诚为我们整个家族树立了光
辉的榜样。”孙津川烈士的侄
女、年过八旬的孙以智老人
说，希望当下的青年一代明白
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不要忘
怀烈士们为此奉献的青春与
生命，让烈士精神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

孙以智老人从 47岁时开
始担任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
小学校外辅导员，给孩子们和
雨花台参观者讲述烈士故事，
已坚持了38年。每年清明节，
是她最忙的时候，她要带着孩
子们去雨花台扫墓。雨花台
松柏环抱，来访者都会在烈士
纪念碑前看到一块铜质铭牌，
上面镌刻着：我们和我们的子
孙会常来这里……

孙津川：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新华社长沙6月3日电 高考
前夕，一些家长为了给考生进补，
不仅购买保健品给考生服用，还青
睐于给考生一些安神、滋补的中
药。专家提醒，高考前，考生面临
压力，易造成精神紧张、焦虑、失
眠，主要是心理因素引起，考生应
保证睡眠、注意营养、适度运动，不

要盲目服用中药或保健品。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主任药师刘绍贵告诉记者，有
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振奋精神，购买
人参、西洋参、麦冬等给孩子服
用。其实这类药物用得对可能有
点好处，用得不对，可能适得其反。

刘绍贵说，无论中药还是西

药，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
考生在没有任何病症的情况下，不
宜盲目服用中药和保健品。

专家建议，如果需要用药，在
用药前要咨询有经验的医生，让医
生根据具体病情开处方，不要随意
在网上购买药物，万一买到假冒药
品，造成的危害更大。

言浅情深 他们这样为考生壮行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美国
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纳米机器人，
能由超声波推进在血液中游走，清
除病菌及其产生的毒素，将来有望
成为安全有效的解毒手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
分校在新一期《科学·机器人学》
杂志上发表报告说，该校研发的
这种机器人已在试验中成功清除
了血样里的一种“超级细菌”和毒
素。

新型机器人由黄金纳米线制

成，宽度约是人类头发丝的二十五
分之一，表面有特殊的混合细胞膜
涂层，由人类血小板和红细胞的膜
结合而成。

混合细胞膜涂层拥有血小板
和红细胞表面的多种功能蛋白质，
因而具有一些生物功能，可与病菌
结合并清除毒素。黄金纳米线在
超声波影响下能在液体中移动，促
进其与清除目标有效结合，它在血
液中的运动方式很像天然细胞，速
度可达到每秒35微米。

研究人员选用被耐甲氧西林
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超级细菌”
污染的血样进行测试，结果发现，
用纳米机器人处理 5分钟后，血样
中病菌和毒素水平较未处理血样
大幅降低。

这项研究尚处早期阶段，研究
人员希望能借助这种机器人开发
出适用于多种情形的通用解毒手
段。接下来他们将在活生物体内
进行测试，并寻求用可生物降解的
材料取代黄金。

高考期间 考生莫盲目服用中药

新型纳米机器人可清除血液中病菌和毒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