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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红：让每个孩子都能精彩起舞

身边的好老师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南乐：垃圾有处去 乡村更靓丽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幼教事业是需要“爱”的事业。这是
许昌实验幼儿园教师赵秀红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无论是在教学一线还是在管
理岗位，她始终怀揣着爱，以强烈的事业
心、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投身
于工作中。赵秀红说，她内心最大的愿
望，就是能帮助每个孩子精彩起舞。

在一线教育岗位上，赵秀红始终心
细如发。在她的班上曾有一名叫朴金怡
的韩国小朋友，刚来时一句汉语也不会
说，与其他小朋友沟通困难。她下决心
要在不耽误其他工作的同时，教朴金怡
学会汉语。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一
天朴金怡突然用汉语对她说：“赵老师，
我喜欢你。”“那种幸福感，无以言表。”赵
秀红说。

2010年8月，赵秀红开始担任班主
任、年级主任，除了教学还要担当管理工
作，热情与专注的个性让她把几项繁杂
而又平凡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作为教师，她认真备课，执教的优质

课多次获得许昌市一等奖。作为班主
任，她一心扑在孩子们身上。作为教学
管理者，她积极指导教师上课并组织开
展课题研究。

因长期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伏案工
作，赵秀红患上了严重的多发性子宫肌
瘤、卵巢囊肿等病。2013年 3月，她不
得不到郑州做了开腹大手术。

这次手术做完一个月，凭借着独特
的教学风格和富有创意的设计方案，赵
秀红被推选参加河南省游戏比赛。试课
时，为了给孩子们示范正确的动作，她趴
在垫子上匍匐前进，虽然每往前一步，她
都要忍受手术伤口撕裂般的疼痛，但她
的脸上依旧绽放着满含爱意的微笑。

目前，赵秀红获得各类荣誉已有百
余项：撰写的实验报告荣获“河南省科技
成果一等奖”，主持并参与教育部重点课
题及省级和市级多项课题研究并出版发
行教材教参30多册，先后荣获河南省教
育信息先进个人、许昌市“五一劳动奖
章”……这一项项荣誉是她的爱心和努
力的最好注脚。③5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蒋晓宇

8 月 24 日，南乐县城关镇郭庄
村，村民岳相书吃过早饭，习惯性地
和老伴来到离家百米远的明湖步道
上遛弯儿。微风吹来，蒲草摇曳生
姿，睡莲随波轻荡，一派闲适好风光。

去年，岳相书还谋划着要搬往县
城，逃离当时的“明湖”——一个堆满
生活垃圾、散发恶臭的废旧坑塘。而
现在，她家就在湖边不远处盖起两层
小楼，“垃圾没了，卫生好了，跟城里
没啥区别。”岳相书打心眼里高兴。

“守卫碧水蓝天是造福群众的民
生工程。”南乐县委书记孙栋告诉记
者，在攻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难题
上，南乐走了一条“党政主导、市场运
作、分类治理、保障资金、三级监管”
的路子，把农村打造成安居乐业的美
好家园。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队伍去
做。南乐县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发展
环卫新模式，投资2500多万元，由深
圳一家环保公司投入设备、人力、技
术，负责全县 322个行政村、乡镇驻
地、乡村道路以及城中村的生活垃圾
保洁清运。

记者在明湖周围发现，写有编号
的绿色公共垃圾桶一字排开，它们是
村民们投放垃圾的地方。从村民中
招聘来的保洁员每天在划分好的路
段、胡同中清扫地面。收入桶中的垃
圾“乘坐”转运车，来到每三四个村庄
建设一处的垃圾收集转运点，投入密
封地埋桶中。通过红外线监测，接近
饱和的地埋桶会自动发送“警报”到
数字化指挥平台，“呼唤”吊桶压缩车
司机第一时间赶来，将垃圾清运至县
垃圾处理厂。

“一竿到底”的网格化管理，使
南乐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环卫一体

化。原本由县乡村三级承担的垃圾
治理任务集中到第三方运营公司一
个主体上，在第三方公司自身监管
和群众参与社会监管的配合下，三
四名政府工作人员就可以完成对全
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评分、
考核。

尤为可喜的是，“扫干净、清运
走”的农村生活垃圾，在多项长效机
制的作用下“处理好、保持住”，实现
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在南乐县 30个试点村，标注着
“可腐烂”“可回收”“不可回收”等字
样的垃圾筐随处可见，农村垃圾分类
处理的探索从源头实现减量化、资源
化处理。建在村头的堆肥房“吞”下
秸秆、树叶等可腐垃圾进行高温发
酵，“吐”出有机肥统一销售到专业合
作社。利用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1.05
亿元专项基金建设的生物质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启动，设计日处理垃圾

1500吨，覆盖台前、范县、清丰等周
边县区。分散式微动力生活污水处
理站将村庄坑塘改造成人工湿地，解
决生活污水治理问题。

干净整洁的农村环境，也让南乐
县“一村一景、一村一品”的乡情特
色、文化底蕴得以展现。“灯笼小镇”
郭庄、古色古香中平邑、“快乐老家”
岳村集、“休闲小镇”睢庄等一批美丽
乡村建成，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发展
迅猛。

从“满眼脏”到“一眼净”，农村垃
圾治理在悄然改变着村民们的生活
习惯。南乐县谷金楼乡中平邑村的
祥睿巷内，几位老姐妹聚在门口编秸
秆、拉家常。临近中午，她们没有像
以前一样直接起身回家，而是拿起扫
帚把地面上的碎秸秆打扫干净，送进
垃圾桶。“如今大伙儿都不好意思随
地扔垃圾了！”幸福的笑容伴着文明
的新风，融入了古村新天地。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25日，
省公安厅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
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舒
庆主持会议并讲话。

舒庆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
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转化为全警干事创业、创先争优

的强大动力，用党的十九大安保实际
成效检验学习成果。

舒庆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
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在思想认识上重
视起来，全面进入战备状态，全力打赢
十九大安全保卫仗。要进一步加大战
时奖惩工作力度，层层传导压力、层层
明确责任、层层压实任务，以抓铁有痕
的“钉钉子”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党的十九
大安保维稳这场硬仗，努力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③6

本报天津讯（记者 李悦 黄晖）
8月 27日中午，副省长、第十三届全国
运动会河南省代表团团长戴柏华来到
运动员村，看望了即将参赛的河南省
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并勉励他们顽
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出
河南的竞技水平与精神风貌，为河南
人民增光添彩。

在代表团副团长、省体育局局长
李俊峰等人的陪同下，戴柏华首先来
到赛艇队住地。面对肩负夺金重任的
教练员、运动员，戴柏华鼓励他们放松

心情、认真备战，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
的最高水平。

在看望女足成年队和青年男篮的
队员时，戴柏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本
届全运会我省的参赛工作提出了进一
步要求。戴柏华强调，本次参赛，河南
省代表团要狠抓赛风赛纪，坚决反对
兴奋剂，确保文明参赛，努力争取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他也希望，
参赛运动员能以最好的精神状态，发
挥出自身的真实水平，努力实现河南
省代表团的参赛目标。③6

本报讯（记者 曾昭阳）8月 25日，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正晓赴上
蔡县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了解
助学扶贫措施落实情况，看望省纪
委机关一线实践锻炼青年干部，并
为今年考入大学的贫困学子送上祝
福、提出希望。

当日上午，任正晓一行来到上蔡县
重阳办事处王营村和五龙镇展庄村，分
别看望王荣华、李珂珂两个贫困家庭，
了解教育救助情况，鼓励他们树立信
心，战胜眼前困难。在王营村欣燃养殖
合作社肉牛场，任正晓叮嘱企业负责
人、县乡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要注重
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搞好产业扶贫，带
动贫困群众稳定脱贫。在五龙镇曾楼
村，任正晓看望慰问省纪委机关一线实
践锻炼青年干部，勉励大家要怀着对人
民群众的满腔热情，深入基层一线察民
情解民意，助力上蔡脱贫攻坚。

在上蔡县助学扶贫工作座谈会
上，任正晓对该县脱贫攻坚工作的成
效给予肯定，并强调助学扶贫最具持
久性，是最直接、最现实、最需要的扶
贫举措，是贫困家庭告别贫困、走向富
裕的希望所在。他满怀深情地鼓励贫
困学生代表：要志存高远，做一个信念
坚定的人，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把个人志向
确立为报效国家、服务人民；要刻苦学
习，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发奋读书，
将自己的知识涵养无限扩大；要奋发
有为，做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不背思想
包袱，以更加积极的心态主动作为，改
变命运，改变贫困；要立身修德，做一
个感恩报恩的人，感恩党、国家和社
会，感恩学校、老师和父母，做国家需
要的人、社会期待的人、父母自豪的
人，早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为上蔡脱
贫致富奔小康贡献智慧和力量。③5

任正晓在上蔡县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落实助学扶贫措施
让贫困学子如期入学

用党的十九大安保实际成效
检验学习成果

展现河南的竞技水平与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8月 27日，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
河沟村民组处处百花盛开，吸引了众多
游客。2013年，该村民组的 28户人家
集中搬迁到了“搬迁扶贫”安置点，老房
子从此荒废。去年以来，这里的村民以

“老房子入股，土地流转”的形式，加入
了豫西百草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曾
经荒废的老房子由公司统一改造、经
营，村民不仅能在公司打工，年底还可
享受房屋入股分红。废弃小山村，变身
百草园，花香醉游客，山民拔穷根。⑨7

废弃小山村
变身百草园

花开满山坡

村部成一景

赵秀红带着孩子们一起玩耍 本报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
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提
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好发挥举国
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
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
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就要高质量筹办2022年北京冬
奥会，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特别是
要做好备战工作，加快冰雪运动普及
和提高，努力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
越的奥运盛会。

最后，习近平指出，体育代表着

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
乎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大即将召
开，办好本届全运会将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希望同
志们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国体育事
业不断实现新进步，在体育强国建
设中再立新功。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表彰活动自
1993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开始，每4年
表彰一次，已连续在6届全运会期间进
行表彰。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共
表彰2013-2016年度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单位3259个、全国群众体育先进
个人2465名、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
70个、全国体育系统先进工作者44人。

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在天津隆重开幕

（上接第一版）
沿着隧道向前行走约 1公里处，

一台巨大的桶状机械出现在眼前。“这
就是专门为河南‘头号’重点建设项目
工程量身定做的国产首台铁路双线大
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原一号’！”中
国铁建十六局集团豫机城际项目书记
于兴国介绍说，这台盾构机与众不同，
采用的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间接式
双舱气垫双回路控制技术，开挖直径
12.81 米，整机长度 78 米，重达 2200
吨，同时配备机器人辅助作业。

此时，这个“大家伙”并没有发出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而是安静地在隧
道上“休息”。记者了解到，为了确保

“中原一号”保持良好的掘进效率，当
天恰逢它“体检”，准备更换刀盘。

“更换刀盘需要带压作业，具有相
当的危险性，所以准备工作十分严谨。”
操仓技术人员刘军伟告诉记者，“工作

人员要在高于正常条件下2倍的高压
环境中作业，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危险
性，所以场外还专门配备了救护车，说
是用生命在作业也毫不为过。”

“修建的过程就是历险的过程。”
于兴国强调说，豫机城际铁路将下穿
南水北调干渠，掘进深度将达 40 余
米，且要确保河床安全，不能有丝毫渗
水、漏水现象发生，整个掘进过程是一
次风险极大的考验。

据悉，目前豫机城际铁路隧道一
标盾构工程已顺利完成第500环管片
拼装，意味着该工程掘进里程突破千
米大关，为2019年全线建成通车打下
坚实基础。

一项重要的枢纽工程，一批奋力
拼搏的人，都令人印象深刻。在记者
即将结束采访走出隧道时，轰隆隆的
盾构机声再次响起，那声音如同前进
的号角，令人振奋。③6

豫机城际：河南“头号”握手“中原一号”

8月 27日，位于淅川县城区工业园的金利管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
忙。该公司总投资2.2亿元，年产3万吨车用高频精焊管和高强钢方管，产品销
往大众、宇通等汽车制造企业。⑨7 杨冰 摄

（上接第一版）
4位歌手现场演唱第十三届全运会

会歌《光荣和梦想》，拉开了文体展演《逐
梦远航》的序幕。整个演出由“百年呼唤”

“健康中国”“领航未来”3个篇章组成，诠释
了本届全运会“全运惠民、健康中国”的主
题，充分体现了“全民全运”的办会理念。

21时30分，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
点燃仪式开始。从8月8日起，第十三届
全运会火炬在天津市16个行政区接续
传递，最后传入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
场。天津市首位获得全运会群众比赛项
目金牌的解乒乒、率队10余次获得全国
冠军的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累计无
偿献血200余次的栗岩奇、北京奥运会

女子柔道冠军佟文、多次夺得吊环世界
冠军的陈一冰等5位火炬手接力传递，
最后由本届全运会吉祥物“津娃”和机器
人“优友”共同点燃了全运会主火炬塔。

21时40分，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
在主题歌《健康赢未来》掀起的热烈气氛
中圆满结束。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国际奥协主
席、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以及
应邀观摩第十三届全运会的境外来宾
也出席开幕式。

第十三届全运会定于 9 月 8 日闭
幕。未来12天，将有8000多名运动员
参加竞技比赛项目，300多名运动员参
加群众比赛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