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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为深入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强化全院党员的理
论学习水平，激发广大党员
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11
月28日下午，商丘市中心医
院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优秀学习笔记
展评活动。该院党委委员李
秀娟、监察科长陈爱贞、党办
主任席军及各支部委员组成
评比小组，对优秀笔记进行
评比。

此次展评是增强党员干
部思想建设的活动之一，在

各支部自评推荐的基础上，
从书写整洁、内容贴题、进度
统一、版面新颖等方面进行
评比，对16名党员的学习笔
记按照一、二、三等奖优秀笔
记予以通报表扬。

通过展评，既检验了全
院党员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的理论学习
成果，又进一步提升了党员

“比学赶超”的争先意识，大
家纷纷表示，要在主题教育
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进步，
真正做到学有所悟、学有所
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

本报商丘讯 为纪念伊
尹制汤药的历史功绩，传承
中医经典，推进中医药文化
传承发展，11月 30日，第三
届全国伊尹文化学术研讨会
暨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伊
尹文化传承发展分会成立大
会在商丘召开，并在会上为
伊尹文化传承发展分会揭
牌，商丘市中医院院长李德
怀当选为伊尹文化传承发展
分会会长。据悉，本次会议
由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北京华夏中医药发展基金会
主办，商丘市中医院、商丘市
中医药学会承办。

据了解，伊尹是商代杰

出的政治家、烹饪家、医药学
家。他将烹调技术与养生相
结合，创立食疗方，开后代

“药食同源”先河；他创制汤
液，提高了药效，标志着方剂
的诞生。伊尹被称为中药汤
剂创始人。河南商丘是商朝
的发祥地，也是伊尹一生主
要的活动场所，至今商丘虞
城县还存有伊尹祠、伊尹墓
等历史文化古迹。

会上，中华中医药学会
副会长李俊德，中国中医药
研究促进会书记、副会长高
泉，商丘市副市长王金启，商
丘市中医院院长李德怀为本
次伊尹文化传承发展分会揭

牌，商丘市中医院院长李德
怀当选为伊尹文化传承发展
分会会长，并就发展目标和
工作纲要发表讲话。

李德怀表示，中国中医
药研究促进会伊尹文化传承
发展分会将对伊尹文化传
播、中医药事业发展、饮食养
生文化的兴盛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伊尹分会的成立也
将成为中医药行业的一张名
片而大放光彩。

伊尹后人伊奎鑫、伊国伟
向大会捐赠伊尹画像，伊尹文
化爱好者中原黄帝内经聚友
会会长沈永强向大会和嘉宾
捐赠华夏五千年医药圣贤图。

本报商丘讯 虽然已经
入冬，但在柘城县伯岗镇伯
东村汇鹏服饰集团13000平
方米的“扶贫车间”里却是一
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缝纫机、锁边机整齐摆
放，机器发出“嗒嗒”的清脆
声响，工人们正在熟练地为
柘城县某中学赶制校服，一
件件衣服缝制出来，工人们
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自从老家有了扶贫车
间，我们就不用再外出打工，
既增加了收入，还能照顾好
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多好
呀。”30岁出头的梁银格满
意地说道。

据了解，梁银格的丈夫
常年在外打工，她到扶贫车
间上班前，每天就是送孩子、
做家务、玩手机，枯燥无味。
两年前，看到村头汇鹏服饰
正在招人，她就报了名，现在
她每天吃过早饭将孩子送到
幼儿园后，就来这做缝纫工，
工作紧张而充实，心灵手巧
的她现在每个月能拿到
3500元的工资。

伯东村党支部书记刘洪
涛告诉记者，伯东村里像梁
银格一样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的留守妇女家庭就有十几
户，通过技术培训，现在都已
经安置就业。

汇鹏服饰集团扶贫车间
落户，给伯东村附近的贫困
户也带来了增收的希望。贫
困户王线就是其中的一员。

2014年一场突如其来
的事故导致丈夫严重受伤不

能干活，王线就成了家里的
顶梁柱。除了要照顾生病的
丈夫还要养育一对正在上学
的儿女，平常全靠打零工、散
工维持生活开销，家庭收入
较低，生活比较困难。当年，
王线家就被认定为村里的贫
困户。然而，随着2017年汇
鹏服饰“扶贫车间”在伯东村
的落地、运转，她的生活也出
现转机。王线说，扶贫车间
采取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因
为技术娴熟，她现在每个月
有4500元的工资，2018年
她家摘掉了贫困户帽子。

汇鹏服饰集团总经理陈
斌说：“我们属于劳动密集型
企业，扶贫车间既能帮助留
守妇女、贫困户和残疾人群
体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
收入，也能帮企业解决用工
难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公
司按件计资，制定了人性化
的工作制度，让工人们有时
间接送小孩、照顾老人，实现
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伯东村党支部书记刘洪
涛说，以前村里一些贫困户

“等靠要”思想严重，通过到
“扶贫车间”就业，不少贫困
群众有了稳定的收入，增强
了他们靠自己双手创造美好
生活的信心，同时也激发了
他们靠辛勤劳动脱贫的内在
动力。

目前，该车间已经吸纳
伯东及周边村庄 130 人就
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16人，人均月收入在 1500
元以上。

本报商丘讯 为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深化正风肃纪，
进一步增强广大干警廉洁意
识和拒腐防变能力。11月29
日，商丘市睢阳区法院组织
全体干警集中观看《党旗下
的忏悔（四）——歧途》警示

教育片。
该片深刻诠释了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的重要性，
警示和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
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
害，常怀律己之心，始终做到
自重、自省、自励，永葆共产

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
片为全院干警敲响警钟，提
醒全院干警要始终不忘初心
使命，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明白权为人民所谋，
情为人民所系，切实筑牢防
腐防蚀的堤坝。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虞
城县城市管理局启动冬季占
道经营专项整治，广泛宣传、
全局动员、狠抓治理，全力打
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
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秩序。

此次占道经营专项整
治，以县城区木兰大道、嵩山

路、漓江路、胜利路、健康路、
大同路、黄河路为整治重点，
针对城区流动摊点、出店经
营、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行
为，采取宣传与疏导相结合、
规范与整治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高标准规范整治，做到
一日四巡查、两督查，及时发

现、规范出店经营、占道经营
等占道堵路违规行为。

据悉，自占道经营专项
整治开展以来，该局先后清
理各类占道经营130余户次，
出店经营80余处，教育劝离
流动占道摊点70余处，暂扣
违规经营物品40余件。

本报商丘讯 商丘市睢
阳区坞墙镇谢袁庄村是远近
闻名的“面人村”，面塑技术
已流传有200多年，上至耄耋
老人，下至几岁的孩童，都能
秀一把面塑绝活。村里男女

老少都会捏面人，现在手法
娴熟的有100多人，外出的有
30多人，“捏面人”成了该村
的致富产业，许多人以此走
上了脱贫致富路。

村民谢宽亮是谢家面人

制作第三代传人，现年80岁，
收徒30余人，既有60多岁退
休干部，也有6岁儿童，弟子
分布于新疆、广东、宁夏、河
南等地。谢宽亮坚持制作面
人 60 余年，不但擅长表现

“福”“禄”“寿”等传统民间艺
术题材，也擅长刻画西游、三
国、红楼等名著人物，现代动
画人物如小猪佩奇、海绵宝
宝等也能做得惟妙惟肖。

为了将这项民间技艺发
展壮大，坞墙镇党委政府将
谢袁庄村的面塑艺人登记备
案，本着“发扬民间艺术、振
兴民俗文化”的宗旨，拿出专
项资金在宋庄村建立了工作
室，再由面塑艺人对村民进
行培训，政府给予一定的补
助，把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
传承并发扬下去。

李德怀当选伊尹文化传承发展分会会长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伊尹文化传承发展分会成立大会在商丘召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实习生 陈曼

商丘市睢阳区坞墙镇：

百年非遗传承人带领农民走向致富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贾岭山 文图

柘城县伯岗镇伯东村：

“扶贫车间”制衣忙
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武月 吕美丽

商丘市睢阳区法院

组织干警观看警示教育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朱晓晨 刘军

商丘市中心医院

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学习笔记展评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虞城县城市管理局

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曦 通讯员 贾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