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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 刘月朋
文/图）为感恩母亲恩情，向广大
母亲致以最深沉的爱意和最美
满的祝福。昨日上午，荥阳市牛
口峪村委会议室鲜花飘香，温情
满满，“感恩母亲 我爱我家”母
亲节主题活动顺利进行。全村
80 岁以上母亲携家庭成员近
200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市妇联相关负责
人动员广大家庭成员积极参与“我
为母亲做件实事”活动，通过为母
亲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给母亲捶捶
背、洗洗脚、晒晒被子等各种方式，
表达对母亲的敬爱和感谢。希望
广大子女将对母亲、对长辈、对家
人的孝敬感恩之情，化作具体化、
日常化、常态化的行动，使尊老爱

幼的传统美德广为流传。
活动中，驻村第一书记、村

干部等共同切开了节日蛋糕，与
在座母亲一起分享。子女们分
别为母亲敬献了鲜花，端上了长
寿面，温馨、幸福之情洋溢在每
个人的脸上。驻村工作队还专
门邀请了专业摄影师，为每个家
庭拍摄全家福，定格全家人团聚
幸福的瞬间。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倡导广
大家庭成员，尊重母亲、孝顺母
亲，通过母亲的力量引导与感染
家庭成员，促进家庭和谐、邻里
和睦，弘扬良好家风，争做最美
家庭，在全社会树立“歌颂母爱，
弘扬美德”的良好风尚，为美丽
乡村建设做出贡献。

昨日母亲节，11日，我市体育公园党
群服务中心开展“让爱，不只在母亲节”为
主题的青少年活动。孩子们的真情流露，
惹得不少母亲眼含幸福热泪。

11日上午 9点左右，孩子和家长们早
早地来到青春家园，本次活动以“为妈妈
歌唱”环节开场，接下来的“默契大考验”
环节中，“你对妈妈的了解有多少”这一问
题，引得在场的孩子们踊跃发言，有夸奖
自己的母亲美丽温柔的，也有吐槽自己的

妈妈太过严厉的。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话
语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在第三个环
节“情感对视15秒”中，孩子与母亲在短暂
的 15秒对视中各自怀揣着爱，回味无穷。
最后的“感恩制作”环节由社工师带领着
小朋友们亲手制作一朵“送给妈妈的康乃
馨”，并大声说出对妈妈的爱。“让妈妈永
远幸福美丽，天天像过节一样开心！”一个
孩子的表白，惹得不少母亲眼含热泪，直
呼“幸福”。

让爱不只在母亲节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高远涵牛牧文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成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越来
越多年轻人注重节日的仪式感，母亲节成为不少子女
孝敬妈妈的重要节日。今年母亲节恰逢周日，陪着母
亲去旅游、吃大餐成为多数子女的选择。

昨日，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母亲节旅游消费数
据分析》显示，虽然劳动节刚过，但母亲节这个周末的
出游热度不减，出游人次比平时周末上涨 32%；其中
本地游占比为 68%，周边游占比为 21%，也有部分用
户在母亲节选择错峰长线游。上海、北京、广州、杭
州、南京、成都、苏州、青岛、深圳、西安是本地游、周边
游的热门目的地。日本、泰国、印尼、韩国、缅甸是游
客最喜爱的出境游国家。

据了解，母亲节在五一、端午小长假之间，对很多
退休的妈妈历来是错峰出游好时机，既能以优惠的价
格买到更好的产品，又可以避开人山人海享受轻松舒
适的旅游体验。驴妈妈旅游网相关数据显示，年龄在
50岁以上的游客在母亲节偏爱与好姐妹一起结伴出
游，以跟团长线游为主，尤其是行程舒缓的邮轮游颇
受青睐，其中80%以上子女为母亲预订出游线路。

母亲节旅游消费数据分析发布

越来越多子女
喜欢陪母亲旅游

谢谢您，妈妈！

5月11日，亚星社区组织开展了以“花香祝福，
献爱母亲”为主题的母亲节艺术插花体验活动，向社
区母亲送上母亲节的祝福。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昨日，凤凰台街道城市花园社区的“侨之家”组织
辖区侨胞侨眷、共建单位中的最美妈妈，开展“情浓五
月，馨香母亲节”押花画手工DIY活动，让最美妈妈美
上加美。

活动中，花艺志愿者对押花画进行了简单的介
绍，并通过展示图片作品，让现场的母亲们充分了解
押花画的制作方法和技巧，构思自己心目中独特的作
品。母亲们拿起桌上的制作材料，在志愿者老师的指
导下，开始动手制作。

“妈妈，您辛苦了”“祝愿母亲健康长寿，永远平
安”“母亲，我很想念你”……居民们拿着自己做的作
品都开心不已，纷纷表达最想对母亲说的话。

让最美妈妈美上加美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房超文/图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胡若钰 文/图）“一束
鲜花，一份温情。”“世间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爱，世间
最真挚的情莫过于亲情。”为丰富社区文化生活，让居
民关注亲情、学会感恩、回报母爱，昨日，淮南社区党总
支部以“浓浓社区情 感恩母亲节”为主题，组织辖区女
性居民开展“母亲节插花DIY活动”，向母亲节献礼，传
递节日祝福。

此次活动特意邀请了志愿者为大家现场传授插花
技巧。活动中，志愿者讲解了花卉的分类、识别、购买
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处理、摆放鲜花等基本知识，大
家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发挥想象，一步一步创
作着各具特色的插花作品，现场气氛非常活跃。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创作，一篮篮灿烂缤纷、新颖别致的插花
作品“新鲜出炉”。

馨香花束
献给母亲

学会感恩回报母爱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辉 黄果 文/图）记者昨日获悉，
为总结交流近年来辖区学校美育
工作开展情况，展示美育活动特
色，共同研究、探讨美育工作如何
健康、科学发展，中牟县美育课程
建设成果展示会日前在商都路小
学举行。

当日，商都路小学校园内彩棚
林立，本次美育现场会涵盖了高
中、初中、小学、县直、乡镇等各个
学校，内容丰富，题材丰盈，展示形
式动静结合、知趣相映，形成了一

场多彩、开放、交流的美育盛宴。
据了解，中牟县围绕“一切

为了学生发展”这一核心理念，
以美育工作为突破口，以“一校
一品”“一校多品”特色活动为载
体，以评价激励为手段，构建了

“师生家校社”五位一体的发展
格局，积极开展课程改革，不断
提高美育水平，有效促进了学生
的 全 面 健 康 发 展 。 2016 年 至
2018 年，商都路小学、青年路小
学、官渡路小学先后被评为“郑
州市美育示范学校”。

中牟举行美育课程建设展示会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郭佳星）记者从近日举行的第三
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新规则论坛
上获悉，作为传统商贸强区，二七
区紧抓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机
遇，持续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工作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去年一年电
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二七区积
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河
南省“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
郑州市“网上丝绸之路”“跨境电
商综试区”建设，大力扶持和发
展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外贸企
业，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企业经营”模式，大力做好政策
扶持、产业引导、项目建设、完善
配套、优化服务等各项工作，新
引进大汇恒兴、国力进出口等 20
多家优秀跨境电商企业入驻，成
功打造了多个省级电商示范基
地 ，去 年 电 子 商 务 销 售 额 突 破
100亿元。

二七区负责人表示，二七区
发展跨境电商恰逢其时、潜力无
限、大有可为。未来，将同各方一
道，落实好本届论坛的各项共识，
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平台建
设、营商环境、协同开放、服务周
边、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狠下功夫，
向“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进，共

同推进电子商务合作再上规模、
上层次、上水平，努力建设全国电
商发展的新高地。

面对新规则、新机遇、新发展
的电子商务业，二七区将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选商引资、高效率推
进项目，全力加快电子商务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电商企业
孵化、大型内贸电商平台华中总
部与结算中心、外贸电商进出口
三大产业链条，不断增强电子商
务产业发展的影响力、竞争力、辐
射力。

论坛期间，二七辖区的郑投
科技创新园与颐高集团、深圳跨
境电商协会、中澳产业园、中国建
设银行河南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郑投科技创新园作为出口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和数字经济产
业聚集的载体，将搭建以出口为
主的郑州跨境电商和数字经济创
新创业平台，建设形成郑州出口
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招引跨境
电商企业、电商金融服务企业、电
商培训企业、国际快递企业、跨境
电商营销服务企业等，全方位打
造以跨境电商、电商金融、跨境人
才培育、跨境电商展示中心、跨境
电商运营服务中心为核心，集“总
部+平台+服务+金融”为一体的
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园。

二七区去年电商
销售额破百亿元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
员 王晓宁）5 月 10 日，郑州市上
街实验初级中学与香港曾璧山
中学缔结姊妹学校。此举将推
动郑港两地在更加广阔的领域
开展合作，推动上街教育在国际
化的道路上取得新突破，为上街
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教学水平达
到全省一流、普通高中教育质量
达到全市一流”的目标奠定更加
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上街区认真贯彻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力推进
教育国际化进程，组织各中小学
校开发国际校本课程，探索建设
国际友好学校，建立健全中外教

育合作长效机制。跨国空中课堂
已成为郑州市乃至河南省的领跑
者，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奠定了基础，为上街教育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目前，俄
罗斯伊库第 36学校、新西兰塔湖
纳学校、韩国大邱解颜小学、香港
真铎学校已先后与上街区中小学
缔结为姊妹学校，师生游学互访
成为常态。

签约仪式结束后，香港客人
还参观考察了三和航空、啸鹰航
空、上街机场。随后，双方就通用
航空产业的航空服务、航空旅游
文化、通航运营等进行了对接洽
谈。

上街教育国际化再迈新步伐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5月 10日，荥阳市科级干
部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8:30，距 离 上 课 还 有 10 分
钟，参加培训的学员陆续步入报
告 厅 ，培 训 课 堂 开 启“ 勿 扰 模
式”，3 个小时的授课时间，课堂
上始终保持安静的状态。今年
以来，荥阳将“从严”二字贯穿干
部教育培训全过程,从上下课录
入指纹机到签订校规校纪承诺
书，从入学理论知识考试到结业
综合能力测评，从高标准军训磨
砺意志到深学苦练锤炼党性，将
党员干部的学习态度、参与程度

等作为评价学风情况的重要内
容，努力锻造一支高素质党员干
部队伍。

荥阳将综合运用讲授式、体
验式、研讨式、学员论坛、主题班
会、现场教学、案例教学等多种教
学方式，把党性教育贯穿教学过
程始终。针对科级干部和青年干
部特点，采取在学习中思考、在思
考中提炼、提炼中出成果的教学
和考核方式，把对荥阳市情调研
同理论提升相结合，并贯穿培训
全过程，通过理论测试、撰写调研
报告和党性锻炼总结等多种形
式，综合考核学员的学习效果。

荥阳党员干部深学严训再出发

祝福母亲祝福母亲

昨日，管城区东大街
街道妇联在东关南里社区
组织开展“馨香花束，献礼
母亲”的花瓶DIY手工活
动，20余名阿姨为辖区妈
妈们献上节日问候。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