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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汝州市气象局
一周天气预测显示，预计本周
内19日夜里至20日汝州市

有小雨，其他日子天气以晴间
多云为主，周内最高气温
28℃左右。

本报讯 你的微心愿，我帮你
实现。4月15日下午，汝州市纸
坊镇政府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及青
年志愿者对困难群体、留守儿童
等开展微心愿圆梦活动。

纸坊镇政府前期通过在全镇

开展微心愿征集、审定两个阶段，
共选出48名贫困学生、残疾人、
困难群众等进行“圆梦”活动，送
出书包27个、文具17个、儿童丛
书15本、食用油2桶、挂面40包、
一床棉被、一套床上用品等，共计

2000余元。圆梦物品均由镇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捐款所买，统一
发放到困难群体手中，让他们真
正感受到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温
暖。让他们有更充足的动力去实
现自己的“大梦想”。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张华汝

本报讯 4月18日上午，“健
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型系列
公益活动走进了汝瓷之都、曲剧
故乡的汝州市，并在汝州市实验
中学报告厅内举行了隆重的启动
仪式。中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
大一教授带领着53名医疗专家
团队赶赴汝州出席仪式、开展讲
座。同时，在活动中，汝州人民医
院与郑大附属中心医院建立了协
作联盟。

仪式上，汝州市政协主席、
党组副书记陈国重，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刘鹏，市政府副市
长杨英武，市委常委赵三壮等
领导出席仪式；汝州市人民医
院院长刘青强及市直机关、各
乡镇卫生院的代表共计 1399
人参加仪式。

据悉，“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大型系列公益活动由河南
省卫生计生委宣传处、医药卫生
报社联合胡大一教授带领的大医
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发起主办，
计划用3年时间，在河南18个省
辖市和 10 个省直管县（市）开
展。此次活动为“健康中原行·大
医献爱心”大型系列公益活动的
第十四站，在得知该活动要来汝
州后，汝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与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积极承办，汝州市卫生计生委、
汝州市人民医院、汝州市疾控中
心、扬子江药业集团、赛诺菲（中
国）努力协办，共同为百万汝州人
的健康卫生事业全力奋进。

上午8时30分，仪式在庄严
肃穆的“大医博爱”志愿者宣誓中
拉开序幕。汝州市政协主席陈国
重宣布仪式正式开始，并在仪式
中详细地介绍了汝州市现阶段的
医疗情况；强调此次公益活动对

汝州市广大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一
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也将促进全
市卫生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仪式中，分别开展了胡佩兰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以及全国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
主讲以《健康从“心”做起》为题
的科普讲座。在捐赠仪式上，胡
教授团队、扬子江药业集团、赛
诺菲（中国）分别向汝州市捐赠
医药书籍400本、医药书籍300
本、《社区医药》杂志5000本，对
汝州市医疗学习条件的提升添
砖加瓦。

在仪式最后，汝州市领导与
胡大一教授等共同揭开了“郑州
大学附属中心协同发展战略联
盟汝州中心”标示牌，标志着此
次活动的圆满成功。同时，这也
标志着郑州大学附属中心协同
发展战略联盟汝州中心站也正
式成立。

本报讯“现在看到的电
视画面真清晰，能看到更优质
的电视节目我们真高兴……”
4月12日，在驻汝武警某部营
房内，官兵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为丰富部队官兵们的文
化生活，让驻汝部队官兵看上
优质的电视节目，2016年，汝
州市广电总台把技术拥军摆
上突出位置，主要领导亲自
抓，主动与驻汝部队联系，对

市区内的驻军全部进行有线
电视数字化改造，派出技术人
员进行现场规划设计，加班加
点施工赶进度，仅用7天时间
就完成了武警某部5700米数
字光缆的铺架任务，并在安装
费和工料费等方面为部队最
大限度减免，为部队减免安装
费和工料费4.6万余元，广电
人情系部队官兵，热情为官兵
服务的工作态度受到部队官
兵的称颂。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市
钟楼街道办事处了解到，钟楼街
道结合全市环境建设年及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要求，部署廊道
绿化工程质量整改和档次提升工
作时要求廊道绿化不但要绿起来
还要美起来，将廊道绿化工作作
为环境美化、提升形象、利民惠农
的大事来抓，增“绿”更添“彩”，多
措并举、绿美兼顾，全力提升集景
观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于一体的城乡生态廊道景
观水平。

接市里廊道绿化整改提升工
作通知后，街道办事处第一时间
召开专题会议，成立由主要领导
亲自挂帅的廊道绿化领导小组，
组织主管领导、包村领导、村（居）
主干到先进乡镇参观学习，安排

人员对全区可绿化道路沿线地块
全面摸排、逐块测量，并聘请林业
局技术专家分类制定整改提升方
案，现场指导，重点打造与亮点提
升相结合，廊道绿化整改提升工
作迅速展开。

街道党工委书记杜占广、办
事处主任平向阳多次到绿化一线
指导，协调处理土地流转、方案制
定、绿化公司、造林大户竞标等问
题，并要求主管副职、包村领导及
包村干部必须随时到现场解决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将廊道绿化纳入年度考核内
容，与各村(居)签订廊道绿化军令
状，逐一分解任务，形成分管领导
总牵头、包村领导分别负责、各村
（居）主干具体落实的责任体系。
对每个村（居）的工作任务制定时

间节点，抽调纪检、目标办、督查
办等科室精干人员，每天进行监
督检查，并通过机关短信平台、微
信工作群、工作宣传栏等方式进
行进度通报。同时，办事处参照
市级补助标准制定了更高的奖补
政策，并与各村（居）主干绩效工
资挂钩，通过严格的奖罚政策，凝
神聚力强势推进。

在市林业局要求苗木规格基
础上，钟楼街道统一高标准选用
胸径4厘米以上，高度3米以上的
乔木，精心挑选海棠、紫薇、紫叶
李、红叶桃、蜀桧、樱花、红枫、楸
树、栾树、银杏、白蜡、大叶女贞、
月季、黄杨球、金森女贞等多树种
混交，多林种配置，乔、灌、花立体
搭配，高低错落有致，颜色丰富多
彩，以绿化促美化。

本报讯 4月13日上午，
在汝州市文联主席相黎丽等
人的带领下，汝州市20多名
文艺界代表来到焦村邢村的
贫困户家中及邢村小学进行
精准扶贫活动。

汝州市文联的艺术家们
的到来让邢村小学的校园热
闹非凡，到处是欢歌笑语一
片。汝州市文联给邢村小学
的孩子们带来了文艺类读物
300多本，汝州市民协老师给
学校带去了剪纸专用剪刀
130把、春梅舞校带去了《中
国德育故事》光碟 150 张。
汝州市舞蹈家协会老师给孩
子们带来了精彩的彝族舞蹈
表演，史红乐、靳源现场教学
生学习了民族舞和拉丁舞的
基本动作。汝州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吴

广武手把手教授孩子剪窗
花。音乐家协会的老师表演
了歌曲，戏剧爱好者姚秋霞
演唱了声情并茂的《沁园春·
雪》。现场的孩子们笑声不
断，掌声如雷贯耳。观看演
出的贫困户也如痴如醉，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最
后，文艺表演在“感恩父母”
的手语中结束，孩子们将艺术
家们围得水泄不通，一遍遍地
说：“叔叔、阿姨，再见……一
定还来啊。”

这次精准扶贫活动，经过
汝州市文联和汝州市财政局
驻邢村工作组同志的多次沟
通，精心组织，通过让高雅艺
术走进贫困边远的山村小学，
让穷乡僻壤的孩子领略感受
艺术之美，把党和政府的温暖
送到了贫困户心中。

本报讯 4月19日上午，
在汝州第三届酒祖杜康文化
节开幕式上，汝州市书法家协
会主席贾伟的书法作品，经过
现场爱心拍卖所得1万元善
款捐赠给汝州市白血病患者
韩向榜。汝州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杨辉星、副市长张剑奇
等出席捐赠仪式。

汝州市酒祖杜康文化节
相继三届，并通过举办文化节
开展了如光彩助学等系列公

益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好评。在本届文化节开幕
仪式上，汝州市书法家协会名
誉主席李琦、主席贾伟等现场
挥毫泼墨，最终汝州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贾伟的书法作品现
场义拍1万元，同时，洛阳杜
康控股有限公司平顶山地区
总监武小岭代表公司捐献1
万元，捐赠给了汝州市白血病
患者韩向榜的家属。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进汝州

你的微心愿，我帮你实现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吴奇鹏 文图

打造丰富多彩生态廊道，构筑人居环境绿色屏障

钟楼街道大力整改提升廊道绿化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秦尉翔

本周天气晴为主
只是周三有小雨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黄俊丽

汝州第三届酒祖杜康文化节开幕仪式上

两万元善款
捐赠给汝州白血病患者

汝州市广电总台
真情拥军受赞誉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刘宏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陈璐璐

市文联多位艺术家
走进邢村精准扶贫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张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