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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展新颜 踔厉奋发新时代
央视《走进老区看新貌》河南篇在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讯（记者 杜林波）5 月 14 日上
午 10 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
《走进老区看新貌 》河南篇 《奋进中原
砥砺行 出彩路上红旗飘》 在央视新闻
频道播出， 在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
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要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进取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
风，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周口高
质量跨越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看了电视节目，很是振奋，深受鼓
舞。 ”周口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梁晓莉表
示，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
展，作为新时代的职业教育人，将牢固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
命，充分发挥思政育人功能，利用红色
书吧、红色讲堂、青马工程等传承红色

基因，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厚植学生爱
党爱国情怀。 同时，立足实际，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引领学生成为新时期
的“能工巧匠”，实现技能报国，为国家
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
“从昔日的贫困村到今天的示范

村 ，革命老区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
发展路、 致富路， 令人鼓舞 ， 催人奋
进。 老区群众以红色为底、绿色为轴，
铺开了社会主义新画卷 ，实现了乡村
振兴的老区样本 ， 彰显了融合发展 、
创新发展的时代要义 。 ”周口市委党
校校务委员刘晓玉表示 ，她将牢记总
书记四次视察河南的重要嘱托 ，绝壁
开路 ，勇当前锋 ，把河南老区精神传
播好 、传承好 、传递好 。 同时 ，立足区

位优势， 奏响发展强音， 把 “老家河
南 ”的名片擦得更亮 ，以开放的姿态
喜迎八方宾朋。

“节目多角度展现了我省的红色资
源及发展成就，既重温了革命先辈的艰
辛与光荣，也展示了我们革命老区的发
展和变化。 ”市妇联党组成员孙媛媛表
示，她将追忆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始终牢记为民宗旨，把造福群众解民忧
作为根本追求，多献为民之策，多办惠
民之事，多行安民之举，切实解决妇女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老区面貌日
新月异。 ” 市纪委监委干部窦苏婷坦
言，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她将坚持
以红色基因为引领， 继承优良革命传

统， 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纪检监察组织
的职责任务，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保持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本色，做党和人民的卫士，奋
力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重视下，革命

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 ，河南革命老区发生
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
淮阳区在京务工创业人员党支部书

记葛杰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 ，在这个
充满活力的时代 ，唯有继续弘扬红色
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 ，以接续奋斗 ，以
拼搏之心 、奋进之态 ，踔厉奋发 、笃行
不怠 ，为周口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②13

������近年来， 志愿者越来越多地活跃
在我们的生活中， 从冲到疫情防控一
线的“天使白”，到高速路口、社区卡点
坚守的“守护蓝”，再到闻令而动、奋战
在防汛救灾现场的“橄榄绿”，还有街
头巷尾默默奉献的“志愿红”……广大
志愿者把服务他人、 服务社会与实现
个人价值有机结合起来， 把践行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工作和日

常生活中， 用实际行动彰显了责任意
识、使命担当，温暖了社会，诠释了志
愿精神。

众所周知， 志愿服务是一种非政
府系统组织和服务的行为， 是志愿者
无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

融入志愿活动之中。笔者认为，志愿服
务不仅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有效载体；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也是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

式和践行途径。
事实证明，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
促进社会的有序融合。 志愿服务精神
与国家所倡导的平等、公正、和谐等价
值观一致，它能协调社会关系，畅通社
会运行，是不同群体的“黏合剂”，是排
解矛盾的“缓冲器”，是党和政府联系
群众的纽带、桥梁，能促进全社会不同
群体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有利于构建
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形成良好
的社会风尚。 大批热心公益并具备民
主、法治、敬业等优秀品质的志愿者坚
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身就是一种
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自觉自愿行动，这种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的志愿服务精神能传播文明新

风、示范道德规范、引领社会文明、推
动社会进步。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可以提高公
民的道德素养 。 志愿服务增强了社
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团结和互助 ，加
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 、 关怀和
友爱 ，而诚信 、友善等正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追求 ，也
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所追求的价值

目标 。 广大志愿者参与志愿工作既

能帮助志愿服务对象提升道德素

养 ， 同时也让自己的道德品质得到
提升 ， 最终实现全社会公民道德素
养的整体提高。

总之， 志愿服务所倡导的内容和
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高

度契合， 我们要从践行和弘扬的高度
去认识志愿服务的重要意义， 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融入志

愿服务活动之中， 让其成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生动

鲜活的表现形式和践行途径。 ③2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宏 通讯员 宋全
力）市四届人大八次会议和市政协四届
七次会议召开在即，市卫生健康委全力
做好“两会”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保障
工作，确保“两会”安全有序召开。

市卫生健康委全面落实市委工作

部署，以市“两会”期间疫情防控和公共
卫生保障工作为主线，认真研判疫情形
势，积极为市人大、市政协提供疫情防
控方案。 专门成立以委党组书记胡国胜
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从委机关、市疾控
中心、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和相关医院抽

调近百名队员，组成九个工作组，每小
组由一名处级干部带队。 制订保障方
案，召开动员会议专题部署，进驻会务
各宾馆酒店，实行闭环管理，着力做好
市“两会”期间流行病防控、公共场所卫
生安全、医疗救护、与会人员和服务人

员核酸检测、会场消杀、卫生执法监督、
防护物资保障和健康医疗保健等工作。
所有人员实行统一领导、 各司其职、分
工协作的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公共卫生
保障工作，为市“两会”顺利召开提供有
力卫生健康保障。 ②13

市卫生健康委:全力做好“两会”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保障工作

周口市文明办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联办
征文

李瑞才

志愿服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

�������5 月 15 日下午，施工人员在贾
鲁河内开展河床地质勘探， 以了解
土层状况， 为未来的文昌大道跨贾
鲁河大桥（新二板桥）施工做准备。
文昌大道跨贾鲁河大桥是我市的重

点规划项目， 也是文昌大道西延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于近年纳入城市建
设规划中。 记者 梁照曾 摄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刘龙
亮）5 月 4 日，郸城县发生疫情后，郸城
县财政局闻令而动、听令而行，迅速进
入紧急状态， 党员干部积极下沉一线，
当好“四大员”，筑牢织密“四张网”，切
实筑牢疫情防控“红色防线”，在大战大
考中交出一份满意的“财政答卷”。

当好冲锋一线的“战斗员”，筑牢
织密“防控网”。 疫情发生后，该局党组
高度重视，78 名党员干部火速集结，火
线成立 6 个临时党支部，成立“小区管
控、隔离点防控、路段执勤和经费保障”
四个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积极投身到
分包物业小区、核酸采样点、隔离点、值
班路段，人人都是“防疫员”，个个都是
“战斗员”。 按照“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的原则， 及时组织开展小区人员摸排，
逐户上门，地毯式排查，充分发挥共产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与小区物业同志
共同防守好第一道关口， 牢牢筑起物
业小区疫情“防控网”。

当好群众健康的“守护员”，筑牢织
密 “责任网”。 按照县疫情防控包保责
任分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采取“四个
一”措施，即一张平面图、一张联系卡、
一个微信群、一句健康提醒。 通过绘制
居民小区平面图，实现了小区人员行动
轨迹全覆盖，构建了集摸排、宣传、核酸
检测、 隔离等工作为一体的疫情工作
体系。 通过微信群搭建空中疫情防控
“连心桥”，第一时间把党和政府的声音
传达到各住户， 实现了对疫情防控人

情化、网格化、地毯式的管理，让疫情防
控接地气、入人心、见实效。驻局纪检监
察组持续开展防疫监督检查，筑牢“责
任网”。

当好疫情防控的“宣传员”，筑牢织
密“宣传网”。分包小区的党员干部按照
网格化管理要求，组成宣传队，采取“流
动小喇叭+面对面志愿服务+宣传标
语+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全天候宣传
个人防护知识和疫情防控工作政策，教
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至上的理念，
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等良好习惯和生活
方式，切实提高防范意识，自觉做好自
我防护，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工
作局面。 确保疫情防控政策人人知晓，
措施人人执行。

当好后勤保障的“服务员”，筑牢织
密“保障网”。该局将疫情防控资金保障
作为当下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切实履
行好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物资经费保

障工作，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
无备”的原则 ，启动 “疫情防控预留经
费”预算安排的应急预案。 加强与部门
会商，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
则，开通资金支付绿色通道，简化资金
支付流程， 对疫情防控资金申请用款，
加快支付审核，实现预算单位当天提交
信息、当天支付到位。

截至 5 月 10 日， 全县财政拨付疫
情防控资金 8500 万元， 确保防疫物资
储备和经费及时保障到位，为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充足“弹药”。 ②15

郸城县财政局

党建引领当好“四大员” 织牢“四张网”

������本报讯（记者 彭慧）为确保我市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
实守护好老百姓的养老钱，全市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近日向社

会公布举报方式。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打击锋芒对

准以提供 “养老服务”、 投资 “养老项
目 ”、销售 “养老产品 ”、宣称 “以房养
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
等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诈
骗违法犯罪，深挖养老诈骗背后的腐败
和“保护伞”，并结合常态化扫黑除恶依
法开展专项行动。

中央政法委在 12337 智能化举报
平台开通“养老诈骗”举报通道，用户通
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
政法委长安剑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即可
登录 12337 智能化举报平台反映问题。

周口市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

报来信地址是周口市委政法委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 电子邮
箱：zkszxxdk@163.com

据悉， 举报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
原则如实反映问题， 利用举报捏造事
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③9

我市公布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方式

������近段时间以来， 有一支帮办小分
队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在做好自身疫
情防控的基础之上， 热心为百姓解决
难题，受到大家肯定。 他们就是周口市
大铁牛巾帼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

们。 面对大家的肯定，周口市大铁牛巾
帼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孙彩云说：“只要
群众有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做下去！ ”
在第八届周口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动中， 孙彩云获得周口市道德模范提
名奖。

孙彩云是周口市川汇区人， 自幼
与生活在沙颍河畔的人一样， 常在河
岸的杨柳树荫下乘凉， 在水边冲洗脚
丫……沙颍河承载着她童年无数欢乐
时光。 2018 年 5月，原周口市慈孝文化
促进会成立不久， 身为负责人的孙彩
云向会员发起了“守护母亲河，环保志
愿行”公益活动的倡议，随后，30 余名
志愿者手持竹夹子、 垃圾袋在沙颍河
畔清理垃圾，截至目前已坚持开展 100
多次活动，清理河岸面积约 10 万平方
米， 清理出杂草及水边漂浮物 200 余
吨。 该公益活动被评为 2019年度周口
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并被推荐为省
优项目。

2019 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孙彩云和她的团队承办“周口市庆‘三
八’ 巾帼心向党绿色健步走” 活动 ；
2020 年清明节前夕，她们发起“周口社
会各界祭英烈暨爱国宣讲”活动；2020
“六一”国际儿童节，她们分别到商水
爱上幼儿园、 黄寨正生爱之孤儿学校
进行慰问；2020 年世界环境日，她们在
五一广场举行环保宣传活动；2021 年
国庆前夕， 她们组织志愿者以特有方
式举行 “守护母亲河 歌唱祖国 ”活动
……从 2019 年 4 月开始，孙彩云带领
志愿者积极助力周口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工作，得到了有关单位的肯定。
关键时刻显担当。 在汛情面前，孙

彩云带领 100 多名志愿者在沙颍河两
岸劝离疏散危险区域群众 10000 余人
次，组织帮助运送、装卸各类防汛救灾
物资 23000 余件。孙彩云还长期帮扶 8
名孤寡老人， 先后资助 5 名贫困大学
生和 5 名孤儿。 她组织志愿者深入乡
村、社区和敬老院，关爱留守儿童和孤
寡老人，慰问困难家庭，让更多弱势群
体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前行， 那是
道德的力量。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奋
起，那是时代的精神。 孙彩云的身上始
终闪耀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
的道德光芒， 她用自己的善举温暖着
城市，诠释着向上的力量。 ①9

孙彩云：助人为乐显大爱
记者 杜林波������本报讯（见习记者 田亚楠 文/图）

5 月 16 日上午，身残志坚的周口“公
益小伙” 于波在市门球俱乐部的支持
下，发起举办了一场“静波社区”门球
友谊赛，以此倡导全民健身热潮。

据介绍 ，90 后周口小伙于波是
一名残疾人， 因小时候的一场意外，
导致肢体残疾。 但是，这个心中有爱
的小伙子始终不肯向命运低头，反而
更加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并力所
能及地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成为有名
的“公益小伙”。 2015年至今，于波多
次荣获“志愿者优秀个人”“最美公益
人”等荣誉称号。

今年春季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多
点暴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期间，于
波萌发了举办公益门球赛的念头，想
借此倡导全民健身。 不久前，当疫情
形势好转之后，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
周口门球俱乐部负责人刘志刚，得到
刘教练的大力支持。

5 月 16 日上午， 经过前期精心
筹备的“静波社区”门球友谊赛，在周
运社区门球场举行。 3 支参赛队在严
格做好疫情防护的前提下，展开激烈
角逐。比赛中，参赛选手沉着应对，利
用角度、力度、速度等击球技巧，把比
赛不断推向高潮。 ③2

周口“公益小伙”发起举办门球赛
倡导全民健身

�����本报讯（记者 宋馨 ）近期以来，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 周口市市场监管局
12315 指挥中心统筹规划， 确保 12315
热线 24 小时畅通，迅速解决消费纠纷。

5 月 6 日以来，面对严峻的疫情防
控形势，商品价格和服务成为投诉举报
重点，为了应对投诉咨询量节节攀升的
形势，12315 指挥中心实行领导全天候
带班值守制度，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取消
休假，“5+2”“白+黑”全员坚守岗位，保
证投诉举报渠道 24 小时畅通， 妥善处

理针对民生商品和防疫用品的投诉举

报。
据周口市场监管局 12315 指挥中

心主任周红磊介绍，5 月 6 日至 5 月 13
日，周口市场监管局 12315 指挥中心共
接听电话 1860 个。 其中， 消费者咨询
1104 件，投诉举报 756 件，其中与疫情
有关的投诉举报超过了 80%。他们对接
到的咨询均现场答复，对投诉举报第一
时间分流转办、 第一时间调度督办，确
保了疫情期间市场稳定。 ②13

市市场监管局

防疫期间 12315热线 24小时畅通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