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马甲”
田间助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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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邢红
丽 文/图）前段时间的阴雨天气，给谷子
收割与晾晒造成了极大困难。随着天
气好转，连日来，荥阳市刘河镇陈家岗
村各村组农家院落、田间地头，活跃着
一群群“红马甲”忙碌的身影，他们帮助
农户抢收、搬运谷子、高粱、芝麻、玉米，
解群众燃眉之急。他们就是荥阳市园
林中心的志愿者。

进入秋季，村民的农作物相继成
熟，再加上持续高温，村民地里的谷子
压弯了腰，玉米、高粱已经开始出现倒

伏现象。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荥阳市园
林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 90 余人，
到村民的谷子地、玉米地，为陈家岗村
民抢收谷子、高粱、玉米等。他们肩扛
手抱，用身体在地里穿梭出一条路，用
尽一切办法将收割的粮食送到群众家
中，晾晒至房顶，减少群众损失。经过
志愿者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农户的稻子
实现了颗粒归仓。

截至目前，该中心帮助农民抢收谷
子、芝麻、高粱、玉米 19亩，一抹抹志愿
红成为田间靓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文/
图）日前，郑州市蔬菜研究所蔬
菜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成员
带着“专家教你种好菜”知识手
册以及蔬菜种子，来到中牟县
官渡镇开展技术指导，帮助当
地农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中牟蔬菜种植面积占全
市蔬菜种植总面积的 70%以
上，官渡镇更是郑州的“菜篮
子”基地。受连续强降水的
影响，中牟县受灾严重，部分
蔬菜大棚被冲毁，即将上市
的大棚蔬菜被淹，菜农损失
惨重。为尽可能帮助菜农减
少损失，郑州市蔬菜研究所
调配蔬菜专家，组成蔬菜产
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分包
分片开展技术指导。近来，
专家们分别赶到官渡镇大马
砦村、店李口村、十里铺村和
大段庄村，察看大棚蔬菜受
灾情况，并针对当前天气情
况和季节特点提出相应的补

救措施，以求尽快恢复蔬菜
长 势 ，减 少 菜 农 经 济 损 失 。
专家们不仅手把手指导农民
开展灾后田间管理，还带来
了农资和指导资料。为更好
地开展农技服务，专家们还
与当地菜农建立了农业生产
技术指导微信群。

像这样的农技专家服务
队，在我市各县（市、区）都能看
到他们的身影。7·20 特大暴
雨发生后，市农委连夜印发《关
于农业技术人员包片开展农业
生产救灾指导的通知》,统一安
排全市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
殖业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成
立 9 个专家服务队，深入田间
地头面对面指导农业生产恢
复。目前，全市共调动各级农
技人员 6000多人次，发放暴雨
灾害后农业救灾及恢复生产技
术指导手册万余份，把技术培
训会开在田间地头，将实用技
术送到农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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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娅芳 文/图）暑假即将结束，开
学的日子即将来到。为了迎接学
生入学，二七区教育系统采取多
种措施，做好万全准备，迎接学子
归来。

为确保复学工作顺利开展，
二七区教育局印发了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方案的通知，制定返校
入校流程图和返校入校演习方
案，对全体教职员工进行专业培
训。各学校制定详细周密的防
疫工作计划和措施，为疫情防控
期间复学工作有力有序开展做
足准备。

为给广大师生营造安全、健
康、舒适、美好的校园环境，二七区
各学校对校园进行了“全覆盖、无
死角、彻清理”的全面打扫，并安排

专业消杀人员对学校教室、宿舍、
餐厅等公共场所进行“大范围、全
区域、无死角”的集中消杀工作。
各学校老师用浸有消毒液的抹布
对教室内的水池、窗台、桌椅各处
进行消杀清洁。后勤人员则在学
校储备室里，备齐了口罩、消毒液、
洗手液、测温枪等防疫物资。

为做好学校复学复课的相关
准备工作，保证返校复课顺利进
行，确保给学生的安全“上保险”，
二七区各校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科学方式以及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的整体情况，制定细致、完备
的复学演练方案，并有序组织全
体教师参与了形式多样的复学防
疫演练。

入校演练方面，全体学生按照
地面标识，保持一米间隔，进入学

校测温通道。一次测温完成后，按
照地面标识前行至各班教室。

入班演练方面，学生抵达教
室门口处，班主任老师检测体温，
体温正常后进入教室。学生进入
教室后，第一时间拿出防疫包，擦
拭课桌，并将作业和教科书放在
课桌上，等待老师上课。之外，还
有入厕演练、午餐演练、放学演练
和晨午检查等。

如遇学生体温超过 37.3摄氏
度的突发状况，值班教师将第一
时间将该生带到指定观察室，并
上报校疫情防控小组。在隔离室
对学生进行二次体温监测，并告
知班主任老师通知学生家长带孩
子做进一步检查，待结果出来第
一时间上报班主任，班主任做好
记录并上报学校。

做好万全准备迎接学生入学

入班演练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喜亮 白俊杰）记者昨日获悉，日
前公布的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及确认现有基
地承接单位中，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成功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基地，为今后非遗项目的传承教学、研讨增添一省级科
研平台。

今年 4月，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审核通过河南农业职业学
院社会传承基地为中牟县县级社会传承基地，7月 1日，被中牟县人民
政府公布为县级社会传承基地，专门负责非遗文化尤其是学校区域范
围非遗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弘扬。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教育教学事业的重要功能之一。河南农业
职业学院多年来以传承地域优秀文化为宗旨，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建立多个非遗文化传承工作室。结合中牟县非遗文化传
承情况，学校非遗工作室主要对潘安文化进行保护研究。同时，将对中
牟本地域的民间传说，如“列子传说”“寿圣寺双塔的传说”“官渡的传说”

“孔子回车庙的传说”“中牟西瓜的传说”“钟繇故里的传说”等非遗项目，
通过教育教学活动、课题研究、论文撰写与发表等进行保护传承研究。

近几年来，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多次组织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开展以省级非遗项目“潘安的传说”为题材的多场研讨会、潘安故事分享
会、潘安故事大赛等活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科学研究、专
题讲座和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交流学习活动为载体，掀起了如火如荼的
非遗文化学习热潮，培养了一支热爱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优秀师生团队。

高校设立省级非遗研究基地，不但为学校及学校所在区域非物质
文化研究、传承与弘扬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且开创了非遗传承基地
扎根高校的先河。

中牟首个省级高校
非遗研究基地获批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陈璇）昨日，“郑州花生日记创新慈
善基金”在上街区成立。活动现场，郑州花生日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赠首批善款50万元。

创新慈善基金的成立，是上街区慈善事业的新起点。“郑州花生日
记创新慈善基金”由郑州市慈善总会、郑州花生日记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发起，将秉承诚信、规范、透明和高效的原则，专项用于创新教
育、创新创业等项目扶持。活动现场，“郑州花生日记创新慈善基金”
向上街区实验小学捐赠 25万元用于购买脑科学培训教程，向上街区
慈善食堂捐赠 5万元，以每人 5000元的标准向 20名高中毕业学子捐
赠助学金共计10万元。

郑州花生日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1月，主要运营
智能分享社交电商导购平台“花生日记”APP。近年来，该公司致力于
慈善公益事业，在困难帮扶、慈善慰问、助学行动、支援地方建设等方
面做出积极贡献。在今年郑州暴雨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工作中，郑州
花生日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捐赠了350万元的款项和物资。

上街区成立创新慈善基金
用于创新教育、创新创业等项目扶持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周双双）昨日，在管城区十八里河街
道南小李庄村，84岁高龄老人郭金莲拉着社工的手，心情格外高兴。
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社工先后 5次为她提供上门理发、洗浴、打扫房屋
等助洁服务。

为切实提高街道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十八里河街道积极探索，
引入多元服务力量，向第三方社会力量购买养老服务，广泛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项目。以政府购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模式，引进居家养老
专业化服务组织——郑州市馨家苑社区服务中心，让辖区老人享受到
方便、快捷的居家养老服务。经前期摸排调研，为辖区符合条件的 58
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并根据老人们的实际情况提供助餐、助
浴、助洁等多元化服务，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全面提
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引入多元社会力量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 通讯
员 马翠平 文/图）为深入贯彻落
实绿色发展理念，着力引导广大
青年志愿者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近日，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团工委
组织 35名志愿者到索须河新庄
段、铁炉寨段开展以青春志愿
行·争当“河小青”为主题的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青年志愿者沿着约3

公里长的河岸，拿着垃圾袋、钳子
等工具，小到烟头、纸屑，大到纸
盒、包装袋、卫生纸，就连草丛中
和树杈上的垃圾都不放过。经过
2个多小时的努力,每个人的垃圾
袋中都已经“战果累累”。

随后，志愿者向过往的群众
发放《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公民防疫行为准则》、防溺
水宣传小扇子，宣传争做文明市
民、保护水资源、爱护环境等生
态环保理念，积极引导群众参与
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
环保发展理念。

青春志愿行争当“河小青”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杜焕）近日，金水区2021年全国

科普日活动正式启动，为科普爱好者带来丰盛大餐。
面临汛情疫情交织叠加的复杂形势，金水区科协主动担当。

为开展好特殊时期的科普日活动，9月 11日，金水区 2021全民科
学素质纲要知识答题正式上线。

据悉，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金
水区全国科普日活动在 9月 11日~9月 17日集中开展，通过多方
主体联合、线上线下融合、优质资源整合的方式，为公众带来一场
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

科普日活动期间，金水区科协、金水区宣传部 、金水区教育
局、金水区科技局、金水区农委 、金水区卫健委、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金水分局、市生态环境局金水分局、辖区17个街道办事处、省
博物院等科普教育基地以及学会研究会面向辖区居民举办“全民
科学素质”线上知识答题、“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专题展览、战“疫”
心护航心理健康讲座、卫生健康及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环保知识宣
传等一系列线上线下科普宣传活动共计80余场。

金水区科普周
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宋银玲）昨日，巩义市司法局走进紫荆
路街道政通路社区，开展“送法进社区”普法宣讲，提高广大群众法治
意识。

志愿者以普及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主线，
以剖析实际案例延伸法律知识点为引导，向大家普及了宪法知识，宣
传了宪法的重要地位。同时，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民法典》中涉及百姓
生活的人格权、离婚冷静期、居住权等新规定。讲座最后，讲解了疫情
防控的相关动态、违法案例和日常防疫注意事项。

互动环节中，社区居民纷纷就比较关心的医疗养老保险、食品安
全、法律援助、房产继承等相关法律及政策问题进行咨询，普法志愿者
结合真实案例为社区居民进行耐心细致的答惑释疑。

此次宣传活动赠送宪法、民法典、扫黑除恶、反电信诈骗、食品安
全、老年人权益保障、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资料220
余份，受到了社区群众的欢迎。

送法进社区
便民零距离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尚文阁 闫茹）9月 13日，中原区

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带队，对即将复学的郑州一中和中原工学
院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并提出了整改意见。

为确保秋季学校“开学平安、平安开学”，中原区市场监管局与
中原区教育局联合，组织区教育系统所管辖的 150多所中学及幼
儿园食堂负责人召开食品安全培训会。要求学校做好各自单位内
部食堂从业者的食品安全教育，通过强化日常管理，实现校园食品
安全的目标。

据了解，中原区现有学校食堂 155个（含幼儿园食堂）。开学
前，中原区成立联合检查组对所有学校食堂逐户开展专项检查。
目前各类学校开学日期基本排定，联合检查组检查工作已经启
动。检查组建立工作台账，书面反馈检查结果，各学校对反馈的问
题必须立即整改，整改到位后方可营业就餐。

中原区对155个学校
食堂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程实）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市容环
境，9月 14日，中原区棉纺路街道
综合执法办联合执法中队，开展
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行动对棉纺路街道辖区
主次干道，三厂中街、四厂中街等
支路背街流动商贩占道经营问题

进行集中整治。针对游商违规问
题，对占道商贩和商户进行现场
劝说、指导和清理。对于不听劝
导、存在情绪的商户，工作人员则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劝解，使
他们认识到违规摆摊的弊端。对
规劝无效的，执法中队对违法城
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市容违规

行为依法进行处罚。
中原区棉纺路街道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采取固定值守和流动
巡查的方式，加强对占道经营的
监管，通过联合执法中队，使流动
摊点、占道经营等乱象，得到及时
整治，切实营造出整洁有序的城
市环境。

整治占道经营提升市容环境

昨日，管城区南关街街道豫丰社区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活动，提升居民的防诈骗意识，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的“防火墙”。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