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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刘军严

本报讯 7月5日，汝州
市硒粮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史帅东一行3人，冒着
炎热天气来到大峪镇敬老院，
为敬老院送来“长寿粮”。据
了解，该公司共送来富硒精品
大米1000公斤,价值约1.8万
元。

汝州市硒粮香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帅东在看
望大峪镇敬老院院民时说:

“大峪是革命老区，这里有着
朴实的民风和优良的光荣传
统，我对这里向往已久。今
天，我和公司员工一起来到大
峪，看望敬老院里的老人。富
硒粮也被称为长寿粮，我们公
司专门从事富硒粮食生产加
工，今天就送给敬老院的老
人，希望他们都健康长寿。”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梁朋涛 文图

本报讯“游园建到俺家门
口，以后出来大门就是公园啦！”
7月12日上午，记者在汝州市正
在建设中的楸香园采访时，家住
楸香园附近的刘大妈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汝州市风穴路街
道办事处加快游园建设和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力度，在原207国道
沿线城北居委会附近选取废弃
地，通过组织200多人的拆违队
伍和大型机械整理土地，投资
100万元，建设占地5000平方的
楸香园。楸香园游园融入了“海

绵城市”的设计理念，配套了雨水
收集、循环利用设施，做到下雨时
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这
是汝州市第一个智慧型多功能游
园，也是汝州市第一个以市花、市
树绿化为主要特色的游园。

风穴路办事处还通过拆破建
绿，拆除东环路钢材市场、盖板厂
等不符合城市发展和影响市容美
观的用地，投资60万元，建设占
地1000平方的金桂园；同时，还
通过闲置土地建绿投资60万元，
建设占地约 3000 平方的喜欣
园。目前，3个游园正在紧张施
工建设中，计划今年10月底全部
完工，正在建设的楸香园与喜欣
园、金桂园三个游园各有特色，建
成后将形成“品”字形架构，这些
游园的建成，既美化了环境，又将
为附近居民提供娱乐、健身、休闲
的场所,对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等
都有重要意义。

□实习生 李帅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
汝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汝州
市卫超眼科医院从7月11日
起，对全市残疾人开展免费体
检活动。此次活动共发放免
费体检卡1万余张，并不限时
间，方便全市残疾朋友随时到
医院检查。

据悉，为了确保每一位残
疾人都能参加，汝州市残联采
取“两项补贴”入户调查，由全

市乡村调查专职委员入户发
放体检卡。体检项目包括视
力检查、眼压检查、散瞳检查、
裂隙灯检查、眼底检查、检影
验光等。

据汝州市残联相关负责
人称，残疾人作为弱势群体，
大部分收入低、生活困难，比
较容易忽视自身健康问题，所
以他们此次采取免费发放体
检卡的方式，让残疾朋友及早
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为疾病
预防、治疗和康复提供了依
据。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实习生 乔亚星

本报讯 炎炎夏日送清
凉。7月11日上午，汝州市卫
超眼科医院院长董卫超带领
医院工作人员来到市区中岗
楼慰问值勤交警，为他们送上
20 箱矿泉水和 100 把遮阳
伞。

汝州市卫超眼科医院院
长董卫超等将饱含深情的矿
泉水、遮阳伞等物品送到值勤

交警手中。他说：“天气越来
越热了，交警同志为了全市的
交通秩序不辞辛苦，顶烈日、
冒酷暑在街头指挥交通，我代
表医院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敬
意！”

汝州市交警大队副教导
员赵建清代表全体民警对市
卫超眼科医院工作人员对交
警的关爱和理解表示感谢，并
表示将带领民警继续尽心尽
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人民服
务，与广大交通参与者共同创
造和谐的交通环境。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黄俊丽

本报讯 连日来，各地不
断遭遇强降雨天气，汛情严
峻。据汝州市气象部门预测，
本周内汝州多阵雨、雷阵雨天
气，周内极端最高气温34℃
左右。

上周内汝州市以阵雨、雷
阵雨天气为主，平均降水量

21.6毫米，各乡镇出现分布不
均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寄
料吕庄108.7毫米。

据汝州市气象人员预测，
13到14日阴天有阵雨或雷阵
雨，气温 30℃～23℃；15 日
多云转晴天,气温 33℃～
22℃ ；16 日 晴 天 间 多 云 ，
34℃～25℃；17日晴天间多
云,气温35℃～25℃。

“长寿粮”送给大峪镇敬老院

本周多雨
最高温度34℃左右

万余张免费体检卡
为残疾朋友送去福音

汝州卫超眼科医院
为城区值勤交警送清凉

游园建到家门口 方便休闲居民点赞
汝州市风穴路街道办事处加快游园建设，10月底完工

张红强深知,街道整洁了,
居民“方便”问题解决了,如何增
加居民的幸福指数,是居委会干
部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为此,他们积极探索保洁市
场化运作模式,完善农村垃圾处
理分类机制,推进垃圾分类试
点。

他们将社区内800多户村民
的垃圾分类工作全部纳入网格
化管理中。深入开展文明村、示
范村创建,严格按照钟楼街道人
居环境观摩评比标准,以满足群
众需求为导向,实施全面提升工
程,人居环境改善。

闫庄是四个街道办事处中
唯一一个实质性开工建设的市
级公园项目。目前一期投入资

金80万元,已初具规模。投入
40万元,建成游园1个,方便了
群众文化生活。新建标准花池
2500多平方米,完成绿化面积
4000平方米。

“我们对洛界路闫庄段两侧
各扩宽9米,建设绿化带 2.5 米
宽,修建了5米宽慢行车道,克服
重重阻力,取缔了闫庄马路蔬菜
交易市场,彻底改变我市东南入
市口交通拥堵不畅、卫生环境脏
乱差的局面,使村容村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红强介绍
说。

推进廊道绿化工程。创新
举措,高标准规划,高品质打造
花园式生态廊道景观带。他们
坚持精雕细琢,注重精品。在办

事处每公里投入130万元的基础
上,闫庄社区每公里追加投资
100万元,按照“三季见花、四季
见绿”的要求,把省道洛界公路
闫庄段的绿色通道打造成花园
式廊道工程。

通过近一年来的治理,实现
了道路整洁、绿树成荫、花草争
艳的美好家园,居民们养成了

“人人讲卫生,人人创造美好家
园的好气氛”。已达到了无杂草
丛生、无污水横流,家家户户窗
明、屋净、街畅,门前道路畅通,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新社区。

“驻村与以前坐机关完全两
码事,但充实,看到居民生活幸
福,再苦再累也值!”张红强笑着
说。

汝州闫庄驻村第一书记“蹲位”担当

“旱厕列队”成历史 村子越变越好看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桂焱炜 杨一

本报讯 “刚驻村的时候,一街两行全是旱厕,垃圾遍地,苍蝇乱飞,现在你到俺村转一转,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村容村貌越变越好看!”张红强说起驻村以来村子发生的变化,喜上眉梢。

张红强是汝州市钟楼办事处闫庄居委会的第一书记,去年8月被汝州市委组织部选派到这里驻村。
驻村以来,他蹲位担当,凝心聚力,一心一意抓民生,抓出了成效,抓出了威信,受到居民拥护。

记者在闫庄社区采访时发
现,社区游园错落有致,景致优
美,省道廊道绿树成荫,鲜花怒
放,社区街道干净整洁,如行画
中。

然而,以前的闫庄,并不是
现在的样子。

“我刚来驻村,一街两行放
眼望去,全是旱厕,蔬菜叶子、腐
烂瓜果随处乱扔。”提起闫庄以
前的面貌,张红强记忆犹新。

“我们居委会地处城乡接合
部,还是菜区,说城市不城市,说
乡下不乡下!”闫庄居委会主任吴
红现说,社区位于汝州市城东五
里洛界公路南,坐落于汝河之
滨,辖区总面积3000多亩,耕地

1800多亩,共有南北主干街道三
条,东西主街八条,13个居民组,
总人数3200余人。

为了改变社区脏乱差面貌,
张红强和党支部、居委会一班
人,首先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入
手,下大气力改变民生。

原来家家户户在大门口建
立的旱厕,有的居民尽管家里建
有水冲卫生间,但因街道排水能
力薄弱,几乎没有用过。

针对这一情况,张红强和居
委会干部挨家挨户广泛征集居
民意见,居委会加大投入,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
道路提升、饮水工程、排污工程
等配套设施项目建设。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闫庄社
区两委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为
抓手,多方筹措资金,投资63万
元,把4.5米宽的进村干道加宽4
米,实现大街小巷按城市标准二
次铺油硬化全覆盖;投入 30万
元,狠抓进度,提前完成全部配
套设施建设,实现自来水供应全
覆盖;铺设下水管道11000米,
彻底改变了以往污水横流的状
况。新建标准化公厕2座,垃圾
中转站1座。

现如今,“一街两行全是旱
厕”的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全是水冲厕所。

昔日旱厕列队 如今“洗刷刷”

公园游园廊道如画 改善人居环境大提升

正在施工建设的游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