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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迎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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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老庄儿是崔庄，现在搬到了新社
区。过去村里咋拾掇也弄不干净，现在你
看看，干净得很，我看到落个树叶，也会弯
腰捏起来丢到垃圾桶里！大家都文明了，
都讲卫生，才有如此好环境！”说起现在的
环境和幸福生活，中牟县刘集镇绿博家苑
社区81岁的周克云老先生笑着说。

“咱老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比如说长辈坐了才动筷、吃饭不吧唧嘴、
做客不满盘子挑菜，就是要让孩子懂规
矩。”对于家风，70岁的王淑枝表达着自
己的看法，“前段时间，镇里文明讲堂就讲
家风了，那个老师说得可好，好家风才能
培养出好儿女。”

据了解，截至目前，刘集镇10个行政
村已经拆迁，4238 户、19111 人实现回
迁，分配安置房 11550套，分别安置到绿
博 1号、2号、3号三个安置社区，基本实

现全域城镇化。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国富告诉记

者：“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住进了新
社区，村民变身居民，文明素质也要同
步。为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文明素养，我
们利用文明讲堂这一阵地，开展文明素养
提升工程，今年以来已对辖区居民进行

‘好家风涵养好儿女’‘学习国学经典·品
悟福慧人生’等一系列培训讲座。只要坚
持不懈去做，就会有效果。”

同时，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积极培育先进典型，营造学习先进、争
当先进、尊重先进的良好社会氛围，刘集
镇在绿博家苑社区晨阳路打造了 200多
米的时代先锋长廊，集中展现了刘集镇辖
区涌现出的各类先进人物事迹。

此次打造的时代先锋长廊共由两部
分内容组成，其一是展示先进典型人物事

迹，主要展示宣传刘集镇近年来涌现出的
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道德模范、身边好
人、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先进典型事
迹。其二是展示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十九大精神以及“讲文明树新
风”、好家风家训等内容。通过宣传展示
身边人、身边事，让凡人善举带来的正能
量，潜移默化地融入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
中，让群众感受道德正能量的熏陶。

刘集镇坚持把先进典型的学习宣传
作为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组织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开展道德
（文明）讲堂、中牟榜样故事汇演、打造刘
集镇“时代先锋”长廊、设置村级善行义
举榜专栏等方式，传播正能量、弘扬社会
新风尚。

近三年，全镇已选树“时代先锋”23

人，其中 2人入选“中国好人榜”、1人入
选“全国巾帼建功标兵”、1人入选“郑州
市民标兵”；开展文明家庭评选活动，评
选出文明家庭 477户，其中 59户被推选
为县级文明家庭；每年三八节前夕开展

“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共评选出好婆婆
100 人、好媳妇 100 人、好女儿 71 人、好
母亲 70 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先进典
型选树和宣传工作，使先进典型不断涌
现、人人皆知，使学习典型、争做典型在
全镇蔚然成风。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文化就是魂，我们将着力构建‘乡镇为龙
头、村队作支撑、家家可覆盖’的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通过精心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
提振群众精气神，引领乡风文明建设，以
文化人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刘集镇党
委常务副书记李恒坦言。

本报讯（记者武建玲通讯员王晓宁吴勤勤文/图）
独居老人不擅长用手机，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求助？一
条红丝带可以帮忙解难题。近日，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
事处三湾街社区启动“明明帮帮团 平安红丝带”活动。

“平安红丝带”计划是三湾街警务室专门为空巢
老人提供的贴心服务，老人需要帮助或遇到紧急情况
时，只需将红丝带绑到窗外，有人看到就可以把求助
信息第一时间反映到社区警务室，值班民警会立刻赶
过去实施帮助。

该计划的启动与三湾街社区民警都明明最近接
到的一条社区居民求助信息有关。有居民反映，已接
连几天没见社区 85岁的独居老人肖敬鼎下楼转悠
了，担心他有什么闪失。接信后，都明明连忙约了几
位同事赶到肖敬鼎老人家里。好不容易敲开房门后，
民警了解到，老人前几天身体不舒服就没有下楼。

虽然是一场虚惊，但这件事却启发民警都明明去
思考如何解决独居老人的求助问题。三湾街社区 60
岁以上老人有 700多名，其中独居老人29名，这些空
巢老人大都不擅长使用手机，万一需要帮助的时候下
不了楼怎么办？都明明想到了“平安红丝带”计划。

2019年 1月 1日，由都明明发起的“明明帮帮团”
在三湾街社区成立，帮帮团成员由社区民警、社区工
作者、党员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组成，可为社区居民提
供化解纠纷、排忧解难、上门服务等帮助。“平安红丝
带”计划启动当日，社区将“平安红丝带”发给楼栋长，
由他们将红丝带送给所在楼栋的独居老人。“只要是
在小区巡逻，看到谁家窗口系上了红丝带，我们就会
立即前去提供帮助。”都明明说。

63岁的三湾街社区独居老人张兵领到了平安红丝
带。他有视力障碍，儿女又都在国外，想到今后可以借
助红丝带及时求助，他的心里踏实多了，也倍感温暖。

白天挂上红丝带，大家都能看到。如果老年人晚
上遇到困难怎么办？据了解，三湾街社区警务室增设
了“老年110”求助热线，该热线和民警都明明的警务
通手机相连，不论多晚，只要打个电话，帮帮团成员就
第一时间赶到。

“住在这样的社区，人情味很浓，红丝带活动让小
区居民们彼此更加关心。”三湾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吴
勤勤告诉记者，红丝带活动既增进了居民间的相互了
解，也汇聚了居民的爱心。

看

村民变身新居民 文化提振精气神
中牟县刘集镇党建引领助推乡风文明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马娅平 周煜冰

上街这个社区温情满满：

独居老人需帮助 窗口可绑红丝带

嵩山论坛年会9月20日举行
中外学者探讨文明对话未来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宋跃伟）记者昨日从嵩山论
坛秘书处获悉，“嵩山论坛——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2019年会将
于 9月 20日至 22日在登封市举行，届时，80余名国内外学者、海外华
文媒体大咖、新经济专家，齐聚嵩山脚下，围绕“文明对话与人类未来”
主题，展开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嵩山论坛 2019年会分文化论坛、海外华文媒体论坛、经济论坛三
部分，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
究院、河南省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金会主办。文化论坛，来自海
内外的 26位文化学者及国内知名院校的学界精英，将围绕年会“文化
反思与人类未来”“文化认同与人类未来”等论题交流探讨，推动不同
文明的互动交流。文化论坛专家学者还将在嵩阳书院，围绕“良知·理
性与人类未来”主题进行学术研讨。经济论坛重点围绕“人类未来的
文化科技”主题进行讨论。

嵩山论坛自 2012年创办以来，始终紧紧围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
明对话”这条主线，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革故鼎新、文明对话”的理
念，以开放包容、丰富多样、经世致用的特质，把不同国度、不同文明、
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请进来”，共同开展世界多元文明的对话交流，
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郑教育三年投入50亿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鹏）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新郑市教育

大会上获悉，新郑市教育投入连年“大手笔”，近三年超过50亿元。
近年来，新郑市牢固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理念，教育投入优先保障、

教育政策优先落实、教育问题优先研究、教育资源优先配置，用真金白
银和实际行动推进教育改革发展。2017年启动总投资 22.6亿元的教
育类工程项目包，涵盖新建、改扩建学校 71所；2018年投入 12亿元，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幼儿园 33所，当年新增学位 3.6万个，创新郑
教育发展史最高纪录；2019年预算安排 12.3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
学校、幼儿园 24所，新增学位 2.6万个，近三年累计增加学位 7.6万个，
有效缓解入学难、大班额问题。

为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三年来累计投入3.8亿元，建设计算机教室
120个、录播教室50个，安装空调1600余台，为6000余名一线教师配备
笔记本电脑，所有中小学校全部更新班班通设备，教育现代化、信息化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建立完善普惠性、助困性和补偿性资助有机结合
的多元资助模式，累计为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1.7亿元、22万人次。

教育大会之后，举行了教师节颁奖典礼。表彰了教育教学工作先
进单位、新郑教育情怀特殊贡献奖、新郑市名班主任、新郑市优秀班主
任、新郑名师、教学标兵、新郑市优秀教师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荥阳慈善扶贫百户行
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佳）中秋节来临之际，荥阳市民政
局、荥阳慈善总会联合崔庙镇政府、市扶贫办、郑州市屏荣食品公司、
荥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的第四个“中华慈善日”庆祝活动暨2019“慈
善扶贫百户行”中秋节慰问活动在崔庙镇车厂村举行。

此次活动中，荥阳慈善总会积极为现场群众宣传慈善日、慈善政
策、慈善项目等，并为崔庙镇的231个贫困户家庭每户发放300元爱心
款和食用油，郑州屏荣食品公司为贫困户捐赠价值5万元的爱心月饼，
市第二人民医院为群众开展爱心义诊活动。

“慈善扶贫百户行”是荥阳慈善总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载
体，是集慈善宣传、慈善救助、慈善募捐为一体的公益性慈善活动。主
要受益对象为全市贫困户。

荥阳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说，在 2019年荥阳全民慈善日系列活
动开展之际，“慈善扶贫百户行”还将经常深入贫困村、贫困户家中走
访慰问，精准帮扶每一名贫困群众，使他们能够通过慈善帮扶进一步
感受党的温暖。

昨日上午，管
城区陇海马路街道
紫荆社区联合辖区
威远物业举办“中
秋送月饼献爱心”
活动，为辖区居民
送去月饼和节日祝
福，活动增进邻里
感情，有利于营造
文明和谐的社区。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周建青）在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为使辖区困难家庭、残
疾家庭、失独家庭过上祥和、快乐的中秋佳
节，昨日，管城区南关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
中心新天地社区党支部，带领党员志愿者对
辖区困难群体进行中秋慰问，为其送上中秋
月饼、礼物和祝福。

昨日在慰问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对辖
区困难群体进行一一入户探访。党员志愿者
和社工面对面、心贴心地与老人们交谈着，嘘
寒问暖，认真倾听老人们的困难和诉求，了解
他们在生活、健康、情感寄托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每到一户，社区工作人员叮嘱老人们，有
困难找党员，需要帮助找社工。一位贫困老
人接过社区工作人员手中的月饼时，激动地
说：“太谢谢你们了，我们老两口平常生活太
寂寞了，多亏了你们经常来看我们！”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张晓妍 文/图）我国社会
老龄化趋势目前较为突出，为营造社区温暖有爱的氛围，培
育社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道德风尚，管城区蓉湾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 9日专门成立“爱心志愿服务队”，在社区工作人
员及社工的带领下一起到蓉湾社区 4个楼院，为辖区空巢及
高龄老人开展“99公益日，一起用爱陪伴”活动。

活动开始前，爱心志愿服务队成员首先对高龄老人及空
巢老人家庭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了解高龄老人的目前情况及
需求。根据高龄老人的需求，爱心志愿服务队分成 3个小组
到辖区老人家里开展公益服务。在服务过程中，爱心志愿服
务队的成员们耐心陪伴老人，听老人们唠家常，聊自己的往
事，有的聊得高兴时甚至唱起戏曲来。通过服务，志愿者们
了解到老人的心声及心愿，之后志愿者服务队会加强与老人
子女沟通，定期进行探访，帮助老人们实现自己的心愿，并倡
导大家一起用爱陪伴这些高龄空巢老人，让老人的晚年生活
过得快乐幸福。

为增强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了解，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
行动中来，昨日，惠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城管中心联合香山社
区、浙江联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辖区鑫苑逸品香山小区
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石磨豆腐“点”出脱贫路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艾青）中国的豆腐，不论男

女老少，不分民族，人人皆可享用，而就是这样一方豆腐，为
荥阳市环翠峪景区司庄村脱贫致富打开了突破口。

去年 8月，司庄村利用产业化扶贫资金近 25万元，筹建
了 150多平方米的农产品生产车间，于 2018年 11月建成并
开始生产小杂粮，通过景区管委、帮扶单位、村“两委”的共同
努力，当年生产出的 3000多箱小杂粮顺利出售，使当年村集
体经济突破5万元。该村拿出部分集体收入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进行了分红。2019年，在原有生产车间的基础上，司庄村
利用荥阳市第一书记专项资金10万元，增设了石磨豆腐生产
线，扩展该生产车间的生产项目和利用率，于 2019年 8月 28
日正式投产。

据司庄村党支部书记蔡彦生介绍，为保障所生产石磨豆
腐的品质，他们特前往开封尉氏，邀请了有 30多年传统石磨
豆腐制作经验的师傅，前来指导豆腐加工制作技艺。

“在制作中，我们选用本地优质大豆，采用传统的浸泡、
石磨加工、手工涮单、渣浆分离、烧制、手工点浆等工序，制作
出口感筋道、后味香甜的优质豆腐。”蔡彦生说，目前每日产
量近 100斤，预计将来一天产量最高可达 1000斤，年产值可
突破20万元，更大力度提升集体收入。

据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在拓
展产品销路上下功夫，助力集体收入再突破；同时，该村计
划每年拿出部分村集体收入，将对建档立卡户采用积分制
的方式进行差异性分红，鼓励贫困群众积极行动，为幸福生
活而奋斗。

“一直以来，司庄村努力发展扶贫项目，并于2018年底实
现全部脱贫。扶贫项目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欢
迎大家到司庄村品尝购买传统石磨豆腐，荥阳市区及司庄村
附近区域，只要购买 50斤及以上者，我们可提供免费送货上
门服务。”蔡彦生说。

爱心志愿服务队
悉心陪伴空巢老人

昨日上午，二七区建中街淮南社区党总支联合政通路小学，举办“创意指尖，与你童乐”亲子
DIY月饼制作活动，现场洋溢着浓浓的欢乐，喜迎中秋佳节。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