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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园路街道农业院社区，有一碗名
气响当当的“汤”，叫作“淑霞靓汤”，汤的
主人名唤李淑霞。“用一碗汤，敲开一扇
门，打开一颗心，奉献一份爱”。 这碗汤，
不寻常。

“淑霞”这个名字缘何而起呢？“暖暖
的一碗汤，既干净又营养。谁都有老的一
天，老人都希望被他人关怀，我们今天为
别人，别人将来为我们。”这是“淑霞靓汤”
志愿服务的发起人、领头人李淑霞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她誓言做“汤司令”
的初心。

初始，她做公益的目的很简单，仅仅
是看到院里曾经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们
由于年老体衰或儿女不在身边而急需照
顾。于是就买了一口锅，空闲时结合老年
人的口味和营养需求琢磨靓汤做法，做好
后一户一户给院里老人们送到家中。
2016年至 2017年，李淑霞用自己柔弱的
肩膀担起整个楼院老人们的安康。

仅仅靠一己之力做公益，显得心有余
而力不足，很多时候因自家家务事和自己
的工作，时常感到精疲力竭。

怎么办？“拉住附近人，扩大朋友圈。”
李淑霞开始“招兵买马”，壮大队伍。慢慢

的，“淑霞靓汤”志愿服务队越来越壮大，
微信群已从最初的 5名志愿者增加到 38

名志愿者，她们有的是被李淑霞的志愿

事迹所感染，有的是被“淑霞靓汤”的品

牌所折服。服务由最初的临时性、自发

性到现在不论刮风下雨的每周周四固定

一次，靓汤清单由最初的简单稀饭到如

今营养搭配的各类汤羹、馒头、花卷、发

糕。爱心慰问对象由最初的高龄、孤寡、

独居老人拓展到更多困弱群体；团队管

理由最初随意性的爱心服务到如今志愿

积分、任务分工的规范化。服务形式由

最初的靓汤熬制到如今不断创新，积极

参与路长制工作、“一社一品”工作，服务

成效加倍彰显。

现在每周四上午，农业院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活动室里都会聚集一群热心的志

愿者，统一戴着印有“淑霞靓汤”logo的

围裙忙里忙外，欢声笑语，好不热闹。这，

就是“淑霞靓汤”志愿服务的常态。

这些志愿者，她们是辛勤操劳的母

亲、是心灵手巧的妻子、是普普通通的女

儿和儿媳、是穿梭在楼栋间爱管“闲事”的

“热心肠”，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淑霞”。

从一个人的爱心到一群人的公益
——花园路街道农业院社区“淑霞靓汤”志愿服务侧记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晓勤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
讯员 鲁仪 文/图)在郑州慈善
总会的指导下，4日上午，郑州
市馨家苑社区服务中心联合
郑州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实施
开展助残倡导项目“挑战三公
里”活动。

活动开始后，志愿者帮助
报名人员在右臂上贴“挑战”
标识，并领取到一张“体验通
关”卡，持卡即可参与活动。

“三公里”的赛道上分别设置
黑暗体验、肢障体验、无声体

验等环节，挑战成功者将被加
盖“通关卡”。完成三项挑战
的参赛选手可拿着“残障无障
碍 你我共建”“有爱，更要有力
量”“用爱拥抱我的朋友”等标
语进行传播拍照，将“爱心力
量 ”影 响 更 多 人 。 社 工 小 韩
说，体验卡的设置主要是为了
鼓励参与者不仅体验一个“残
障人”状态，而且可以多次挑
战自己，尝试不同“残障人”生
活状态。

活动现场，每一项体验都
非常不容易，有个年轻小伙子

正在黑暗挑战之“时间暗局”体
验中，他眼带“眼罩”，手拿盲
杖，在盲道上寻找前方的路，不
时能听到他在自言自语:“前面
有路吗？我该往哪拐？”“真是
太难了！”

通过此次活动，参与过体
验 的 大 学 生 纷 纷 表 示 ，会 将
学习到的理念精神分享给更
多的人，从自身做起，用“平
等”“无标签”“尊重”“关爱”

“关注”视角对待身边残疾朋
友 ，给 予 他 们 更 多 的 支 持 与
关爱。

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残障体验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许言 吴洋
洋）“文明过路不闯灯、车让行人不乱停，禁烟
场所不抽烟、遛狗牵绳不留便，杂物垃圾不落
地、公共区域不吐痰，等待服务不插队、乘车礼
让不争抢……”12月 5日，随着志愿者向全县市
民发出的倡议，“我是志愿者 我为文明中牟代
言”暨“向不文明行为宣战全民行动”活动正式
启动。来自全县各单位的志愿者共计500余人
参加了活动。

启动仪式上，徐亮等 80名优秀志愿者、中
牟县民政局等 40 个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中牟县康乐义工等 5 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受
到表彰。

县公安局、县综合执法局、县爱卫办、县
交通局等执法单位分别就城区交通不文明行
为、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禁烟场所抽烟行为
以及等候服务不排队行为等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影响较大的不文明行为的治理工作进行
表态发言，纷纷表示一定要发挥各自职能，积
极参与，主动作为，全面开展“向不文明行为
宣战”活动。

中牟县志愿者发出倡议

向不文明行为宣战

昨日，管城区红十字会开展国际志愿者日
暨关爱特殊儿童活动。志愿者代表来到奇色花
福利幼儿园，与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捐赠水粉颜
料、彩色黏土、色卡纸、马克笔等学习用品。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蕾 张
俊莉 文/图）昨日上午 11点，沅江路建云
街交叉口附近的二七区人和路街道办事
处中央厨房配送中心门前，送餐车装车完
毕后出发，为部分社区需要的老人和日间
照料中心送去热乎乎的饭菜。

为了解决独居、孤寡老人用餐难问
题，人和路街道探索推出“中央厨房+社区
配餐”服务模式，目前，已经运行了近一个
月的时间，可口的饭菜、优惠的价格及周
到的服务成了辖区老人们的热捧。

中午 12点，中央厨房逐渐热闹了起
来，老人们正在这里聊天吃饭。餐厅墙面
上贴着每日食谱，前台几个笔记本详细记
录着每个社区老人们需要的午餐数量及
口味。厨房负责人杨朝介绍，厨房推出的
四菜一汤只要 12元，70岁以上的老人还
有3块钱补贴，这样一来，每餐饭只需9块
钱。

每天中午 11:30到 12:30，除了在中

央厨房配送中心就餐，老人们还可以在辖
区的王胡砦社区颐养安居中心、杏苑社区
颐养安居中心等六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统一用餐。这是人和路街道为解决独居、
孤寡老人用餐难问题，探索出的党组织搭
建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同
推进的老年配餐服务合作机制。

街道负责人介绍，人和路街道辖区有
八个社区，面积比较大，每个社区都有这
种需求的老人，但如果每个社区运行“小
厨房”的话，可能会产生资源的重复建设
和浪费，而中央厨房实行的是集中采购、
集中制作、统一配送，高效便捷的同时还
能够保证饭菜的质量。

中央厨房厨师长黄三伟告诉记者，厨
房共有 17名厨师，每个人都有擅长的菜
品，所以，配送中心每周菜单都会更新。
下一步，中央厨房还将跟“美团”“饿了么”
等专业的送餐团队合作，为辖区内行动不
便的老人开展送餐上门服务。

中央厨房+社区配餐开启社区老人用餐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程巍）28家单位联席制共促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正能量。
昨日，记者从中原区统战部获
悉，中原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联席会制建立。

该联席会制明确了由中原
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
区工商联、区新的社会阶层联
谊会等 28家组成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合力打造“豫新愈出彩·
最大郑能量”品牌，推动全区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再上
新台阶。

此次中原区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
建立，将进一步构建分工负责、
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形成全区

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的合力。据了解，联席会议将
在中原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
小组指导下，建立由中路区委统
战部牵头、区直机关有关部门和
有关群团组织参与的联席会议
制度。负责全区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的日常联系、沟
通、协调。主要职责传达学习中
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决
策部署，推动落实各项重点工作
任务；组织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调研，研究解决实践
创新中的突出问题，制定工作计
划，交流工作经验；沟通信息，通
报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处理有
关专项工作和突发情况。

中原区建立统战工作联席会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
员 王军玲）为使辖区群众开展
文体活动有更多的去处，近日，
荥阳市王村镇对梁庄、韩村、薛
村、司村等 4个行政村新建篮球
场统一配备篮球架和太极推揉
器、压腿训练器、漫步机、扭腰
器等健身器材，满足群众日常
健身需要。

在新庄社区，一个占地 700
平方米，集足球、篮球、排球、羽
毛球等运动于一体的笼式多功
能运动场已建成完工，这是继今
年 6月新庄社区乡村大舞台建成
投入使用之后，王村镇又一项重

大惠民举措。新庄社区于 2014
年 6月完成回迁，主要安置辖区
蒋头村、后新庄村和洼子村 300
多户拆迁群众。

王村镇利用社区闲置空地，
重新规划整治，建设多功能运动
场项目。站在新建成的运动场
外，远远望去，红绿相间的悬浮
地板、钢丝围网、篮球架、足球门
和可调节高度的羽毛球球网等
体育设施均已安装到位。多功
能运动场的投入使用，在有限空
间内满足了社区居民多种体育
活动需求，配备的灯光设备，可
提供夜间锻炼照明。

健身场地建到居民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张茹）近日，管城区陇海马路
街道办事处不断优化便民服务水
平，推动窗口服务高质量，扎实开
展各项民生工作。一个月时间
里，接待服务居民人数达1300多
人次，各类政务服务事项有效办
结率达100%。

为持续深入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
在辖区分别设置社保大厅、信访
大厅、计生大厅和 9个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明确低保、公租房、生
育证办理等与居民群众息息相
关的各项民生工作的办理程序，
并将办事流程图以张贴在社区

醒目位置或发送到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进行宣传，方便居民群众
查询获知，推动实现“最多跑一
次”。

利用每周全体例会时间对
窗口工作的仪表着装、文明用语
等政务礼仪知识进行简要讲解，
不断提高窗口工作人员的综合
素质和能力。实行首问负责制，
对居民群众的来访及来电要热
情周到，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已基
本具备网上咨询、网上预审、网
上投诉及网上建议等功能。同
时，开通证照免费邮递服务，让
群众体验“足不出户，轻松办事”
的便捷服务。

政务服务让百姓少跑腿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刘晓娟 杨柳）日前，中原区文
化旅游局积极订阅党报党刊，把
党报党刊投放到公共图书馆，方
便读者学习。

自今年党报党刊征订工作开
展以来，中原区文化旅游局畅通
渠道，积极安排部署2019年党报
党刊征订工作。该局把党报党刊
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服务读者的
举措之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
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特殊重要
性，进一步增强自身工作自觉性、
主动性，切实把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
抓紧抓实抓好。

同时，中原区文化旅游局采
取有力措施，确保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有序推进。中原区图书馆统
筹协调，落实订阅任务。截至目
前，中原区文化旅游局已完成《人
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半月
谈》及《郑州日报》等党报党刊任
务的征订。

为了不断提高党报党刊的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中
原区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工作人
员还向常来读报的老读者宣传，
了解退休干部们对纸媒的需求，
有的放矢地做好各类报刊的征
订、借阅工作，注重阅读使用，确
保党报党刊的宣传效果。

党报党刊投进图书馆

这几天，巩义市紫荆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带领辖区企业负责人以
及瑞康医院骨干专家一行29人，前往淮滨县栏杆办事处开展结对帮
扶，为那里的群众送去了羽绒服、棉袄、裤子等衣物1000余件，图书
2000多册，瑞康医院的专家分别在东乡、半坡等村对群众开展了血
压、心电图、胸透和彩超等多项诊疗服务。本报记者 谢庆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