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衷志愿服务“五老”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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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往才有交流，有交流
才有交融。

“2008 年，刚建成的康桥
华城是大学路上数一数二的好
小区，楼房高档、绿化美丽，可
高空抛物、随地乱扔垃圾、未清
理的宠物粪便等不文明现象随
处可见。特别希望我们的家是
一个温馨的地方，希望我们康
桥是一个新的精神文化村落。”
说起初衷，社区志愿服务队发
起人周慧玲如是说。

“康桥志愿者工作法”的核
心是十个要素：一个倡导者与
一个智囊团；一个思想交会的
平台和开展各项活动的场所
——康桥学堂；一个理念——
进了康桥门，都是康桥人；一个
梦想——文化兴家园；一群带
头人——各文化建设志愿服务
队 的 负 责 人 ；一 个 雷 锋 团 队
——十个志愿服务队；一个好
当家——康桥华城社区党支
部、居委会；一个好管家——河
南太平世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华城服务中心；一条行之有效
的途径——修善、行善、劝善、
道 善 ；一 个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社会支持系统。

通过多年的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社区居民已经从“同在屋
檐下，相见不言语”的陌生人发
展成了情系一处、心连一起的
亲人：八年来，康桥华城社区和
志愿服务队共同新建“康桥学
堂”、打造社区一家亲的鱼水工
程、邻里情的民亲工程，让居民
们实现交往、交流、交融。

周慧玲和雷锋团队的工
作 ，受 到 了 中 央 文 明 委 的 关
注。2016 年，在中组部、中宣
部、中央文明委联合举办的“四
个一百”评比活动中，康桥华城
社区获得了“全国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的称号。

“通过文化兴家园志愿服
务探索出一条文化养老、精神
养老、健康养老、科学养老、奉
献养老的居家养老新模式；通
过文化服务、文化建设、群众自
治，走出一条实现社区公共文
化管理的社会管理新途径。”这
是周慧玲的梦想，也是康桥居
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社区里的“五老”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文/图

在郑州有这样一
个社区志愿服务群体，
他们由老职工、老农
民、老工人、老干部、老
教师组成，简称“五
老”。凭借着“文化兴
家园”的理念，这支平
均年龄65岁的队伍，利
用各自所长，在不同领
域发挥着余热。

近日，记者走进二
七区大学路街道的康
桥华城社区，探访“五
老”文化兴家园的故
事。

4 月 11 日中午，12 岁
的王智召像往常一样放学
回家。不过他敲响的，却是
邻居家的大门。60岁的乔
鲜听到敲门声，笑盈盈地把
王智召迎进门之后便转身
进厨房，把老伴刚做好的饭
菜端上桌，王智召搀扶着乔
鲜坐下一起用餐。这温馨
的日常，像极了一家人的生
活。

面对记者的疑问，王智
召笑着说，自己是来蹭饭
的。家住对门，父母偶尔不
在家，就到邻居家吃饭。

王智召父亲王杰说，他
们是2008年搬到康桥华城
社区的，和对门邻居家时间
差不多。从那时起，两家就
相处得很友好。“他经常买
些时令的蔬菜水果送来，平
时买东西也是见面分一半，
可好了。”提起这个邻居，乔
鲜也是满口夸赞。

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这种现象在康桥华城社区，
早已屡见不鲜。邻里之间
互帮互助的理念，早已扎根
这社区每户居民的心底。

在市档案馆，有一份档案和马金凤等名
人档案一起，被名人档案库永久收藏。它的
主人却是一位普通的市民——一名热心公益
的67岁老人周慧玲。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专家团队成员、河南
省素质教育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郑州市“五
老”报告团副团长、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
专家团团长……尽管她有多个头衔，但康桥
华城的居民们最熟悉的她，却是个有家国情
怀的志愿者。

周慧玲在退休前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教
书育人 40年，2003年退居二线后，闲不住的
她致力于青少年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
社区里的小孩子遇到打架闹别扭、玩滑板碰
人等状况，常常请周奶奶帮忙到家里“说情”。

在康桥社区，和周慧玲一样热衷志愿服
务的“五老”人员，有130多人。

今年 69岁的宋玉莲是文艺队的队长，也
是独居老人。每天上午，她到康桥学堂和大
家一起唱唱跳跳，下午自己在家学弹琴、葫芦

丝、二胡等，学会了再教给社区其他学员。
从 2009年起，社区兴办了“康桥学堂”，

组建了由上百位老同志参加的十支社区建设
志愿者队伍，提出了“文化兴家园，共修上善
之德，共建书香之家，共育龙族传人，把康桥
华城社区建成现代都市中精神文化的华美之
城”的社区教育目标。经过8年的努力，成为
郑州市社区教育工作的先进典型。

2009年，“文化兴家园”的社区教育目标
确立后，社区充分发挥“五老”觉悟高、阅历
深、乐奉献的优势，在“康桥学堂”里，老同志
们发挥专长，开设了中华文化、家庭教育、心
理健康、书法、国际形势、文明礼仪、养生保
健、声乐舞蹈、朗诵艺术、模特表演、葫芦丝、
空竹等课程，义务为大家授课。在日常生活
中，“五老”志愿者人人做榜样，个个是老师。

2012年，全市首个社区关爱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落户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俊说，
社区能赢得这份信任，离不开周慧玲和社区
志愿者团队的辛勤付出和鼎力支持。

除了做优秀的长辈，给小区里的孩子们
树立好榜样，志愿者们还积极帮助孩子们实
现梦想。

2013年，社区 10号楼的盲人小姑娘王艺
文在青少年宫举办音乐会，文艺队的志愿者
积极支持，连夜编排舞蹈为她伴舞。

王军毅曾在小区做保安，18岁那年的生
日，是社区志愿者陪他过的，每个人上台给他
一个拥抱和鼓励，让这个缺少家庭温暖的大
男孩儿深受感动。两年后，他在周慧玲的鼓
励下继续求学，毕业工作后，还经常回社区看
望志愿者。

独居的韩大姐骨折了，同一楼栋的史文
芳周金业夫妇，连续3个月为她买菜、做饭、整
理房间；70岁的朱洪德义务管理棋牌室，负责
打扫卫生、开门锁门，365天尽职尽责；80岁
的杨洪新在社区组建太极柔力球队、建起书
法室；王敬超每周五为居民义务理发……逢
年过节，大家都会给空巢老人和物业服务人
员送温暖，端午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冬至
包饺子，腊八聚在一起熬粥。

如今，社区邻里间已经形成了“困难有人
助，病了有人望，喜事有人贺，白事都到场”的
风尚。

邻里互帮互助
不是亲人胜亲人

薪火相传 志愿服务之花遍地开

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
昨日从市建委获悉，从今年5月
开始至 2019年 11月结束，我市
建筑工地将全面开展危险化学
品安全综合治理。

据悉，这项工作是全市危
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的
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深刻吸取
2015年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
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教
训，有效防范遏制危险化学品
重特大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按 照 国 务 院 安 全 生 产 委
员会印发的《涉及危险化学品
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
土木工程建筑业涉及的典型
危险化学品一般有：焊接使用
乙炔、氧气；油漆稀释剂涉及
丙酮、乙醇等；工程建设使用
硝铵炸药等。

市建委要求，全市建设行

业各有关单位要对照上述类
型，对建筑工地危险化学品进
行分类和梳理，有效控制火灾、
爆炸、中毒等主要安全风险，明
确化学特点、用途范围、负面清
单，提炼出管理和使用要点；要
认真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排查,建立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加强建筑
工地危险化学品采购、运输、装
卸、使用、储存以及废弃物处理
等全过程管控；督促建设、施
工、监理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做好全面自查；实施建
筑工地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全覆
盖，推动科技强安。

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10 月，市建委成立的 3 个检查
组将坚持定期、不定期开展检
查，及时指导解决建筑工地危
险化学品安全治理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

我市建筑工地将全面开展
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
员 高磊）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交
警四大队了解到，未来路（顺河
路至航海路段）因BRT车道专用
道翻修，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计划于 2017年 4月 20日晚开始
道路部分围挡施工50天。

未来路 BRT 专用道路基结
构 性 损 坏 严 重 ，路 面 坑 槽、松
散、沉陷等病害较多，给快速公
交车行车安全和乘坐舒适度带

来很大的影响。为彻底消除安
全隐患、提高通行效率，4 月 20
日 22 时开始对未来路 BRT 专
用道（顺河路至航海路段）进行
翻修，计划有效工期 50 天。施
工期间，维持现有交通秩序不
变，施工路段 BRT 专用道封闭
施工，相交道路正常通行；施工
路段 BRT 站台封闭停止运营，
公交线路优化调整（以公交公
司通告为准）。

未来路BRT道
封闭翻修50天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文/图）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昨
天，在激昂的旋律中，一场别开生
面的助学捐款活动在登封市送表
初中举行。这个以“生命手拉手，
成长心连心”为主题的活动，是由
我省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共同发
起。

在现场，他们与孩子们愉快

地交流互动，用真情与博爱启迪
学生的心灵。在校的中学生学
生、家长、老师参加了活动，通过
游戏、练习、对话和分享等形式实
现学生、老师以及家长三者之间
的互动。

据了解，本次手拉手活动的
全部费用和物资都是由志愿者通
过感召方式募集，所募集的全部
资金用于支持学生。

“生命手拉手成长心连心”
主题活动走进登封送表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
日从省旅游局获悉，为充分发挥
河南作为国家中部旅游人才培
训基地的作用，全方位开发旅游
人才资源、培育旅游人才市场，
合理配置全省旅游业发展优秀
人才，推动全省旅游业跨越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该局
将于 5月 12日在郑州旅游职业
学院举办“2017 河南省旅游人
才交流大会”。

据了解，本次人才交流大
会是为了解决全省旅游企业人
才短缺难题，推动旅游产业人

才合理流动主办的公益性旅游
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大会由现
场招聘会、网上招聘会、政校企
合作洽谈会、旅游院校教育成
果展示、优秀旅游企业风采展
示、旅游人才测评与猎头服务
六大部分组成。参会单位包括
省内知名旅游企业及相关单
位、省内大中专旅游院校、各省
辖 市 、直 管 县（市）旅 游 局
（委）。应聘人员涵盖省内大中
专旅游院校应往届毕业生、旅
游行业从业人员及愿意从事旅
游工作的其他人员。

本报讯（记者高凯 通讯员李
浩）精心组织实施，依法依规高效
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
作。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
该市累计完成农村土地确权到户
面积 31.7万亩，占应确权面积的
63.5%。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郑市
按照省、郑州市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
和要求，恪守“以保持稳定为前
提、以农民群众意愿为根本、以
确权确地为主要方式、以乡镇为
主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领导
组织，制定工作方案，广泛宣传
发动，系统开展培训，确保了依
法依规稳步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开展。
为保证科学、高效，公正的

要求，该市坚持“确实地、赋真
权、登准记、颁铁证”，采取“航
拍+图解+实测”的方法，全面推
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截至目
前，该市乡村清查收集土地确
权档案资料 10.6 万卷，收集农
户信息、录入工作、工作底图制
作已基本完成，并调查农户信
息 11.4 万户，制作工作底图 225
个村。完成实地测绘面积 46.7
万亩，占应确权面积的 88%；完
成三榜公示的村数 123 个，占应
确权村数的 54.7%；完成确权到
户面积 31.7 万亩，占应确权面
积的 63.5%。

新郑高效推进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省旅游人才
交流会下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
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
《2017 年第一批工程建设标准
编制计划》已经发布。

第一批工程建设标准共有
16项，主要为了推进节能减排、
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
护，保障工程质量安全，促进工
程建设领域技术进步。其中，
《河南省住宅可容纳担架电梯
设计标准》，将对新建住宅可容
纳担架电梯的轿厢及井道尺
寸、运行速度和时间、载重量、
候梯厅深度、电梯门宽度、通道

等提出相关设计要求；《民用建
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套建设
设计规范》，将为规范民用建筑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统一配
置，编制本规范，为充电设施设
计提供技术保障；《河南省特色
小镇规划建设技术标准》，将从
特色小镇的内涵出发，分别从
产业维度、功能维度、形态维度
和制度维度四个维度进行规划
建设指导。做到特色小镇就是

“特色要明显、功能要融合、要
素要聚合、运营要有保障、考核
要有标准、发展可持续”。

我省发布今年首批
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近日，全市律师工作会
议召开，会上透露，今年，我市将设立郑州律师维
权管理平台，建立律师不良执业信息披露和查询
制度，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健全律师执业保障机
制，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根据省司法厅的安排部署，我市将继续推行
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进一步
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尤其是加强自贸区法律服务
相关政策问题的研究，切实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平
稳有序开展。

同时，指导市律师协会建立郑州律师维权中
心，设立维权管理平台，及时处理维权事件。细
化落实保障权利措施，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权利
救济的申诉、控告和处理机制，确保律师在执业
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办法解决
问题。

今年，我市还将建立律师不良执业信息披露
和查询制度，汇总2016年度对律师行政处罚和行
业惩戒情况，在郑州司法行政网和郑州律师网上
建立信息披露平台，及时发布律师失信惩戒信息。

我市将建律师执业“黑记录”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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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品牌叫响全国

近日，在商都路公交场站，一台能给公交车“洗澡”的车辆清洗设备正式亮相。有了这个，
清洗一辆公交车只需3分钟，耗水100余升，经过污水处理设备后，洗车水还能循环使用，既环
保，又省时省力。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摄

身边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