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康籍“羊肉哥”为困境儿童送年货

不一样的春节 ， 不变的是温情 。
今年春节 ，在郑州的太康籍 “羊肉哥 ”
孙合理继续献爱心。当“羊肉哥”把提
前回家过年看望困境儿童的消息在

朋友圈发布后，引来爱心一片。
周口港区医院董事长孙继祥联

系了 “羊肉哥 ”，通过微信给孙合理发
了 1000 元红包 ， 让他给孩子们买点
过年的年货。河南慧发净化有限公司
的冀红喜也发了 1000 元红包 ， 委托
孙合理给孩子们买鸡 、鱼肉及新年礼
物。太康县众鑫吊车老板孙振江也给
“羊肉哥 ” 孙合理打电话说 ：“看到你
发微信朋友圈说明天要去看望孤儿 ，
我也要加入你的献爱心行动。 ”

1 月 30 日一大早 ，孙振江从太康
县城驱车赶往高朗乡买了十多件水

果、方便面。“2021 让幸福来敲门·‘羊
肉哥 ’孙合理爱心团队 ”孙合理 、刘晓
爱 、孙振江 、孙梦露一行四人走进周
口市太康县高朗乡赵寨行政村新黄

村困境儿童黄艳艳的家中。
去年夏天 ，孙合理就在头条和抖

音发布过黄艳艳的消息 ，很多爱心人
士前来送钱送物 ，一时爱的温暖包围
着黄艳艳。 黄艳艳今年 13 岁，父亲多
年前去世 ，母亲严重智障生活不能自
理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黄艳
艳十分内向 ，“稳重 ” 得与年龄不相
称。 “节假日，她几乎不出去与小朋友
玩耍，总是在家陪伴妈妈。 ”黄艳艳的
叔叔说。

这次为黄艳艳送上爱心的还有

冀红喜 。 他在朋友圈看见这次活动 ，
立即响应。 去年 10 月 3 日，冀红喜与
爱人就驱车专程前来看望黄艳艳 ，为
其捐赠 1000 元钱 ， 并买了几百元的
食品。

近 12 点 ，“羊肉哥 ” 一行抵达太
康县杨庙乡牛王庄村困境儿童王露

萍的家中 。 王露萍的家人说 ，她去乡
卫生院陪奶奶看病了。 家人电话通知
她后 ，她与姑姑专门赶回家中 。 看见
“羊肉哥 ”， 小露萍露出了甜甜的微
笑 。 去年夏天 ，“羊肉哥 ”就曾两次看
望小露萍 ，他们已经是 “老熟人 ”了 。
小露萍接过孙振江抱着的一箱苹果

连声道谢。
1 月 31 日上午 ，“羊肉哥 ”与孙振

江来到太康县逊母口镇斜地张村看

望孤儿张田欣。 小田欣今年 12 岁，爷
爷 、奶奶 、父亲去世 ，母亲下落不明 ，
他跟着二爷爷 、二奶奶生活 。 看到伯
伯们到来 ，他显得很兴奋 ，不停地说
着谢谢。

1 月 31 日下午 ，孙合理与孙振江
来到太康县板桥镇韩家村。 7 岁的韩
奇与二人是“老熟人”了，小家伙与 66
岁的爷爷相依为命。 韩奇一会儿抱着
孙振江，一会儿抱着“羊肉哥”，十分亲
切。

“羊肉哥 ”表示 ，近日 ，他将继续
慰问孤寡老人和老兵等 ，在农历新年
之前计划慰问 10 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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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教体局部署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 通讯员 何

梦侠） 2 月 2 日，扶沟县召开 2021 年教
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部署会。县教体局
班子成员 、各股室负责人 ，各乡镇 （街
道）中心校校长，各局直学校校长、幼儿
园园长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县教育
系统切实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抓住干部、

教师、学生三个关键，守住教材、讲台、
网络三个阵地，把住形势研判、舆论导
向、应急处置三个重点，全县教育系统
意识形态工作完成情况较好。

会议要求， 全县教育系统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牢把握意识
形态工作主动权，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 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教育系统党
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 用好
“学习强国 ”平台 ，不断提升教育系统
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 树牢 “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全面推进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
作。 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树人育人， 强化学校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创建和谐校园文化，营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的浓厚氛

围， 增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

会议强调，要把教育系统意识形态
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抓

实，充分发挥教育系统作为党意识形态
工作的前沿阵地作用，全面促进教育事
业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下取得新

的更大的成绩。

警官送法进校 助力学生成长
������本报讯 （记者 朱红 通讯员 于进
洋）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自
我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青年学子违
法犯罪，帮助青年学子健康成长，打造
平安、良好的教育环境，2 月 1 日，项城

一高邀请项城市水寨派出所所长韩莉

警官为高一年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活

动。
课上 ，韩警官以 “树立法治意识

书写精彩人生 ”为主题 ，用简单实用

的法律知识 、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述
了发生在青少年学生身边的真实案

例 ，并从树立法治意识 、谨防电信诈
骗 、预防校园伤害 、拒绝沉溺网络四
个方面作了法治 、安全讲座 ，让学生

们意识到违法犯罪对成长造成的巨

大伤害 ，教导学生们树立学法 、懂法 、
知法的意识 ， 增强自身防范能力 ，克
服自身不良习惯 ，做一名遵纪守法的
有为青年 。

春节慰问送祝福 情系村民暖人心

周口技师学院

������本报讯 （记者 王珂 ） 临近春
节，风和日暖。 1 月 28 日，周口技师
学院党委书记梁晓莉带领学院相关

部门负责人来到涂楼行政村开展春

节慰问活动。
一行人在村办公室召开了座谈

会。 梁晓莉听取了驻村第一书记王
磊的工作汇报 ，就涂楼行政村的发
展和 “两委 ”换届工作与村 “两委 ”
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 梁晓莉对驻
村工作队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对
涂楼行政村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
她叮嘱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要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 ，及时掌握回乡过
年的村民情况 ， 采取有效措施 ，做
到疫情可防可控 ； 要关注民生 ，为
民服务，确保村民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春节。

随后 ，梁晓莉一行到贫困户和

困难党员家中慰问 ， 为他们送去
米面油和鸡蛋等生活物资 ， 送去
党和政府的关怀 ， 并致以新春祝
福 。 在贫困户姜公社家中 ，梁晓莉
详细了解了他们的身体 、 生活情
况 ，以及孩子的上学情况 。 知道其
大女儿姜彦彦经过工作队帮扶 ，
现在就读于安徽农业大学时 ，梁
晓莉感到十分欣慰 ， 再三嘱咐她
要好好学习 ，将来为家庭分忧 ，报
答社会的关爱 。

在 83 岁的老党员王学荣家中，
梁晓莉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和生活

状况，鼓励他要保持良好心态、保重
身体，切实把生活过好，并叮嘱驻村
工作队要多关心困难老党员， 在生
活上多照顾，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好
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让他们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月 30 日上午， 周口市妇
联、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在定点扶
贫村沈丘县新安集镇三大夫营

村举行“春蕾计划”助学金发放
仪式。 助学金发放仪式上，市妇
联副主席孙媛媛对周口职业技

术学院广大师生长期以来对“春
蕾计划”的支持表示感谢。 她希
望，受到资助的同学能够自强不
息、努力学习，不断增强自己的
本领，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党和政
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

记者 刘华志 摄

2 月 1 日，商水县公安局
平店派出所民警到该乡蔬菜

种植园了解贫困户经济收入

情况，积极为贫困户出点子、
想办法， 争取让贫困户早日
脱贫。 图为民警帮助贫困户
拔草。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郭

利军 摄

藏匿居民区的 3家散乱污小作坊被关停
本报讯 （记者 王晨） 2 月 1 日，周

口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联合淮河

路办事处对路庄社区 3 家无证食品加
工作坊进行依法取缔，有效解决黑臭坑
塘污染问题，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据悉，淮河路办事处路庄社区有 13
个坑塘，3 个坑塘水质变坏。 经调查了
解，生活排污口排入坑塘，同时污水中
携带大量腐化酸性有机物造成水质污

染。市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执法人员

随即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发现有 3 家食
品加工小作坊在出租房内私自生产加

工，造成环境污染。
经过现场查验，两家豆腐作坊都无

任何证照、手续，院内环境脏乱差，作业
区散发出馊臭难闻气味，白色的废水流
入下水道。其中一家豆腐作坊内存放着
近 300 公斤政府明令禁止的散煤，食品
卫生令人担忧。在综合执法人员和办事
处人员的政策引导和批评教育下，商户

认识到错误和对周边群众、环境造成的
影响，决定立行立改、自行拆除设备。

在一家蒸土豆丝加工店内， 淀粉、
土豆、青菜等原料铺满一地，搅拌机、蒸
笼等污渍不堪入目，加工土豆丝产生的
淀粉水、淘菜水通过下水道排出，下水
道排口上方用干草和枯藤掩蔽，杂物在
下水道口堆积发酵，形成水体污染。 环
境综合执法人员和办事处工作人员采

取断水断电措施，对搅拌机等设备及原

料当天内搬迁清除，消除了坑塘水体污
染隐患。

截至目前， 该办事处已取缔家庭涉
污类作坊 6家，整治黑臭水体坑塘 60个，
清理沟渠 3条，封堵生活排污口 75个；农
户新建沉淀池 240 个 ， 新开挖下水道
5000米。目前，该办事处结合村情民情落
实“一塘一策”“一沟一策”，将坑塘规划建
成小游园、养殖场等，变废为宝，实现经济
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②18

反诈神器“金钟罩” 帮您护好“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张洪涛） 市民遇到

诈骗信息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昨日，记
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为有效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的发生，市公安局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推广“金钟罩”警民联防平台
系统，让市民拥有一双识别诈骗信息的
“火眼金睛”，帮助市民捂好自己的“钱
袋子”。

“金钟罩” 警民联防平台系统可以
说是一款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的神器，该

系统汇集了海量的通讯网络诈骗数据，
会对注册人及其添加的家人实施精准

的防诈保护。
广大市民可以通过手机搜索“终结

诈骗服务号”公众号，并关注该公众号。
然后，找到下方菜单栏，点击“金钟罩”
按钮，进行注册。 在注册完成后，市民的
手机就被纳入“金钟罩”反诈系统保护。
另外，“金钟罩”警民联防平台系统支持
添加 8 个家人。 添加成功后，家人也会

被纳入“金钟罩”反诈系统保护。
周口市反虚假信息诈骗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成功注册“金钟罩”后，
当诈骗分子企图通过多种通讯方式联

系时，终结诈骗服务号的后台将会自动
推送预警消息，提示有可能已经成为诈
骗分子实施诈骗的目标对象。在这种情
况下，对应的辖区民警将会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线上或线下的劝阻和回访。

该负责人介绍， 在注册的过程中，

市民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问

题。因为所有在服务号的数据都将按照
警方标准进行数据存储，收到的预警信
息也是经过后台自动、准确比对之后才
发出的。

“前段时间，‘金钟罩’系统在我市
的部分大中专院校进行了推广使用，收
到不错的效果。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全
民推广前的培训工作，不久将在我市全
面推广。 ”该负责人说。 ②9

项城市教体局开展节前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 通讯

员 李全洲 ） 春节临近 ， 为让帮扶
村困难群众过一个祥和 、幸福的节
日 ，2 月 1 日 ， 项城市教体局党组
书记 、局长陈敏一行到付集镇开展
节前慰问送温暖活动。

在困难群众李春雨家中 ，陈敏
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其家庭生

活情况 ，鼓励他要积极乐观 、树立
信心 ，勇于克服困难 。 李春雨感动
地说：“有党和政府的帮助 ，才有了
我们家今天的幸福生活 ， 谢谢党 ，
谢谢政府。 ”

马庄村的梁党委患有慢性病 ，

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经济负担特别
重。 2020 年 ，教体局驻村工作队特
意帮助梁党委发展了冬桃种植项

目 。 慰问时 ，陈敏详细询问了他的
病情 ，嘱咐他要及时吃药 、认真治
疗 ，并提醒他要管理好冬桃 ，为家
庭稳定增收打好基础。

陈敏一行看望慰问了其他 35
户困难家庭。 陈敏叮嘱驻村干部要
切实把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

心间 ，时常关注困难群众的生产生
活状况 ，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 ②18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合理

������1 月 29日，周口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举行《成长有痕》新书发布会。据了解，为
了提高周口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教师写作的热情，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并提高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在开发区教育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经过 10 个月的搜集、修改、
筛选、编辑，将近两年教师公开发表的教育叙事、教后反思、学习心得、教育随笔等
汇集成册，编辑出版了第一辑《成长有痕》。 记者 陈军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