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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心田 桃李芬芳结硕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郭文丽 通讯员 焦振山 文图

迈进鹤壁市第四
中学大门，记者就被
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
吸引，绿草如茵，树碧
花红，书声琅琅，师生
和谐，一幅生机勃勃
的深秋美景图跃然入
眼……

该校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加强师资
队伍等建设的同时，
坚持“用先进文化引
领，使学生成长、老
师成功、学校发展”
的办学理念，构建一
个立体化、全方位的
养成教育体系，努力
培养学生成为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优秀人才。

念好“每周宝典”
制定活动细则
构建养成教育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养
成教育，沐泽学子。

在鹤壁市第四中学，有这
样一个特别的专题活动：“一
周一视频，一周一习惯”“一
周一主题，一周一演讲”。由
学校政教处牵头，教科室配
合，以年级为单位组织实施，

“一周一视频，一周一习惯”是
每周查看学校网络视频，从发
生在学生、学校的问题入手，
围绕一种习惯，组织学生、班
主任观看视频，看完视频后，
组织学生谈体会、找不足，让
学生和老师提出整改意见，促
进学生习惯养成。全员参与，
共建文明校园。

学校利用每周升旗仪式，
负责升旗仪式的班级，围绕

“一个习惯”作主题演讲，倡导
该校全体师生积极行动起来，
做文明使者，爱美丽校园。

良好的习惯从知中行、导
中明、做中改。校风在变，学
风在变，学生也在变，文明的
种子在每一个学生心中次第
绽放。

挖掘“传统宝库”
借力优秀文化
探索养成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与“养成教
育”结合起来，培养青少年学
生传统文化素养，开展戏曲进
校园活动，让传统戏曲走进孩
子们的生活，同时将剪纸艺
术、武术、传统文化讲座等引
入了课堂。与此同时，利用
中国传统节日，开展了“中国
梦”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以及

“传承红色基因”“劳动美”社
会实践等活动，加强中华传
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

除此之外，通过开展富
有校园特色的“最美孝心少
年”“新时代好少年”“做四有
好老师”“文明家庭”等评选，
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在传统文化潜移默化

教育影响下，校园里尊师爱
生、讲文明讲礼貌、爱学习爱
钻研爱劳动等蔚然成风。

架起“互通宝桥”
家校共同携手
抓实养成教育

通过家长学校，开展调
查、研究，请优秀家长到学校
介绍培养孩子的经验，每年多
次举办家长学校、家长会、家
委会等，增进学校与家庭信任
与了解，督促孩子养成良好习
惯。学校曾先后多年被评为
河南省卓越家长学校、鹤壁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
单位。

养成教育常抓不懈，主题
活动此起彼伏。文明交通劝
导、社区街道保洁、关爱贫困学
生等志愿服务已成为该校的一
种常态，师生们头戴小红帽、身
穿红马甲，走上街头，深入巷
道，动手清洁环境，维持交通秩
序，倡导文明从身边做起，让
养成教育在四中深入人心，转
化成为独特的四中文化。

该校将不断丰富养成教
育的内容，拓展养成教育渠
道，引导学生追求“好行为”，
养成“好习惯”，成就他们终生
难忘的养成教育“好人生”。

近日，山城分局刑警大队破获
一起诈骗案，帮助受害者追回
11000 元。民警顺藤摸瓜同时破
获苏州市公安局一起诈骗案件，将
追回赃款如数奉还两名受害者。

（李萌萌 王拥强）
10月19日，山城分局民警执勤

中发现，山城路电线坠落路中间，民
警线下疏导车辆，并联系电力、通讯
部门及时抢修。（李萌萌 王拥强）

10月17日，山城分局汤河街派
出所与结对单位开展文明结对、清
洁家园活动。粉刷墙壁、修剪植被，
打扫卫生，参与到六城联创中来。

（李萌萌 侯超）
10月15日，山城分局汤河街派

出所民警在陈家湾小学开展安全法
制宣讲活动，向全体师生普及消防、
用电、网络安全等相关知识。

（李萌萌 侯超）
10月18日，淇县公安局启用警

犬进行街面巡逻，维护城区治安秩
序。 （李萌萌 牛合保）

10月12日，淇县公安局网监大
队、交警大队联合侦查，刑事拘留了
无户籍、无身份证的醉驾人赵某，成
功侦破一起危险驾驶案。赵某已被
刑事拘留。 （李萌萌 牛合保）

近日，淇县公安局高村派出所
在“清网行动”追逃工作中，成功将
打人后逃亡的崔某抓捕归案，再次
实现网上逃犯清零目标。同时摸排
周边逃犯线索，将 2014年涉嫌组
织卖淫的网上在逃嫌疑人马某抓捕
归案。 （李萌萌 牛合保）

10月16日，淇县公安各警种民
警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记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到辖区开展

“大走访、送温暖”活动。
（李萌萌 牛合保）

10月17日，浚县公安局邀请县
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为各警种代表
100 余人进行了急救知识专题讲
座，使民警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掌
握急救自救的技能。

（李萌萌 蒋玉河）
10月14日，浚县公安局黎阳派

出所组织民警走进辖区企业宣传安
全防范知识，访民情，察民意，与企
业员工同工作，亲身体验换位思
考。 （李萌萌 蒋玉河）

10月18日，浚县公安局组织民
警深入辖区企业女性员工集中的车
间，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女工们宣
传讲解人身、交通、消防等各类安全
防范知识，提高女工们的安全意识
和防范能力。 （李萌萌 蒋玉河）

连日来，浚县公安局卫贤派出
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乡村和街道社
区，开展“珍爱生命、呵护家庭、远离
毒品赌博”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李萌萌 蒋玉河）
10月15日，中行鹤壁分行组织

部分党员赴鹤壁市红色教育基地山
城区石林会议旧址开展“学习石林
精神 坚守初心使命”革命传统教
育活动。 （李萌萌 史京鑫）

10月15日，中行鹤壁分行举办
“初心不改 使命担当”身边先进典
型讲述比赛。黎阳路支行和银行卡
部选送的参赛选手荣获本次比赛一
等奖。 （李萌萌 史京鑫）

——鹤壁市第四中学创新养成教育实践活动纪实

国网鹤壁供电公司：扶贫攻坚勇担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高飞 通讯员 冯晓杰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当下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了解到，国网鹤壁供电公司为鹤壁市
103个贫困村先后在村村通动力电、“煤改电”和2018年深度贫困村项目中实施了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村村通动
力电率和户户通电率均达到100%，派出驻村书记和帮扶工作队，帮扶人口脱贫率达到98%以上，为鹤壁市打赢
精准脱贫攻坚战贡献出电网力量。

近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走近国网鹤壁供电公司的几位驻村第一书记，了解扶贫背后的故事。

暖心：
帮贫困户排忧解难

浚县杨村位于浚县古
城东部，属于古黄河白马坡
地域，是省级贫困村，2017
年11月，浚县供电公司的李
卫东来到该村作为第二任
驻村第一书记。刚到杨村
的他就逐一走访老党员、老
干部，定期召开“三会一
课”，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
党日活动等，把全村党员凝
聚到一起，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杨大爷，这是给您的
厚衣服，您看看穿上合适
不？”这是10 月15日上午，
李卫东书记来到贫困户杨
本春家中的一幕。今年80
岁的杨本春是村中的贫困
户，原先老两口依靠着几亩
地维持生计，如今他家中的
房子已经过危房改造，老两
口生活水平也提高不少，经
常去村委会找李卫东书记
聊天。

在杨村一年多时间，李
卫东书记与贫困户们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一级残疾贫
困户杨春福、朱四妮夫妇，
在李书记的不懈努力下，终
于见到离家出走、杳无音讯
的独子，久违的笑声再次荡
漾在这个小院里。

贴心：
驻村帮扶带来“致富经”

“哒哒哒，哒哒哒……”
伴随着轻快而有节奏的机
器声，一件件衣服新鲜“出
炉”……这是淇县石桥村的
服装卫星加工厂，驻村第一
书记杨志强带领工作队充
分利用村内致富带头人和
服装卫星加工厂的资源，为
贫困户解决家门口就业问
题，实现贫困户增收。

今年40多岁的赵阿姨，
曾因病致贫，家中有孩子上
学，她现在在服装卫星加工
厂上班，每个月平均收入
1500 多元，还能接送孩子，

早已脱贫的赵阿姨十分感
谢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
队。

如今的石桥村利用土
地资源优势，正在与鹤壁百
邦纺织有限公司洽谈，建设
25万件服装加工项目，将极
大地增加集体收入，为村中
引入新的经济“活水”。

开心：
电网改造打通“脱贫路”

“以前村里电力设施老
化，电压低、容量小，遇上极
端天气，群众生活用电尚且
不稳，更别说发展产业了。”
龙宫村支书吴敏说道，驻村
书记刘运杰来到以后，通过
在村中新建变压器、架设线
路、提高用电容量等一系列
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实施，
不仅使村里的生活用电有
了保障，生产用电也更加可
靠，还带动了贫困户增收。

今年70多岁的吴大爷，
因家中缺少劳动力，是村中

的贫困户，如今他光伏补
贴、到户增收、土地流转等，
一年下来收入7000多元，
早就脱了贫。

据了解，2017年 12月
底，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完成
了35个光伏扶贫配套单项
工程，新建改造架空线路
9.64千米，新增配电容量2.8
兆伏安。截至2019年6月
底，鹤壁市光伏扶贫发电客
户共 72 户，发电总容量
14.02兆瓦。累计上网电量
3533.74万千瓦时，为贫困
地区创收2879.97万元，为
2804户贫困户提供了稳定
收入。

该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表示，他们将继续提高农
村电网供电保障能力和供
电质量，统筹资源力量，精
准推进农村地区电网改造
升级，加快提升电网供电能
力，助推鹤壁脱贫攻坚目标
早日实现，为鹤壁市率先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支撑和基础保障。

★简讯一束★

学校冷鹤丽书记给孩子们讲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