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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举办老干部乒乓球比赛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记者 孙安平 通讯员 李硕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周口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获悉，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成就， 活跃全市离退休老干部晚年

精神文化生活， 促进身体健康，7 月 24
日至 26 日， 我市将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老干部乒乓球比赛， 全市身体
健康的离退休干部均可报名参加。

据了解， 此次活动即日起开始报
名 ，至 7 月 20 日结束 ，报名地点在周

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比赛分团体赛
和个人赛，实行五局三胜制。 团体赛不
分年龄段，个人赛男性分 60~69 岁、70
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女性不分年龄段。
比赛设团体奖 3 名，组织奖若干名，个
人奖取每年龄段比赛前 6 名。

据周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本着 “友谊第一 ，
比赛第二，重在参与 ”的精神 ，不仅是
为了促进老干部的相互交流， 让他们
身心愉悦，锻炼身体，同时也让工作人
员更好地贴近老干部、服务老干部。

郭云堂：孝道家道人道 道道躬行
□记者 宋馨 通讯员 胡博

郭云堂，76 岁， 是沈丘县付井
镇退休教师 ，在教育战线上 ，执教
34 年。2008 年退休后，他退而不休、
余热生辉 ，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
业， 著书立说， 宣传孝道理论，办
“四儿救助班”为弱者辅路搭桥，为
社会添加正能量。

百善孝为先。 在沈丘，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郭云堂家是行孝行善
之家。 早年时候，郭云堂的母亲受
尽甘苦，身体落下了难以医治的病
痛 ，他为尽孝想尽办法 ，带着母亲
四处求医，直至治好困扰其母亲 40
多年的疾病。 其母百岁，无疾而终。
母亲去世后，郭云堂又用自己积蓄
的钱 ，给母亲修建感恩堂 ，并塑像
纪念，用实际行动传递孝道真谛。

对于祖国之恩， 社会之恩，郭
云堂更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郭云堂常说，他们家之所以有
今天，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
的富民政策，离不开亲朋好友和左
邻右舍的帮助。 十多年来，郭云堂
一直为国家和社会默默奉献，无怨
无悔 ，他创办私立东方学校 ，为留
守儿童成才铺路。 建校以来，累计
减免学费近 300 万元。

2007 年， 郭云堂上城请教，下
乡调研， 经过近 3 年的努力， 编著
《论孝道》《论家道》《论人道》等有正
能量的优秀读物 4000 余册，免费赠
送给学校以及干部群众， 弘扬了社
会正气，传播了正能量。 他办的“四
儿救助班”，让农村 600 余名贫困留
守儿童有了“新家”。他自筹资金，建
设孝廉 “感恩堂”， 向社会宣传真、
善、美，弘扬忠孝感恩、务本清廉、孝
廉治家的理念。

郭云堂一件件一桩桩的事迹，
感动着乡邻的同时，也先后被周口市
委宣传部评为“周口好人”，被河南省
妇女联合会、文明办授予“河南最美
家庭”“最美老爸老妈”等荣誉称号。

老牛明知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
奋蹄。 郭云堂正乘十九大的强劲东
风不忘初心， 继续在晚年的征途上
奋进前行。

市委老干部局党员志愿服务队员到分包路段清理脏乱

维护市容市貌 为周口添彩

□记者 孙安平 通讯员 谢红军 文/图

本报讯 周口中心城区环境整治

是市 “五城联创” 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作风建设的一个有力抓手 。 近
日， 市委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带领该
局党员志愿服务队员走上街头， 针
对分包路段存在的脏乱问题， 进行了
集中清理。

活动中 ， 该局志愿服务队员一
边工作 ， 一边向商户宣传教育 ，
鼓励大家响应号召 ， 共同维护市
容市貌 。 此次活动 ， 他们向 50 余
家商户宣传了 “门前三包 ” 的各
项规定 ， 劝导出店经营 12 户 ， 清
理小广告 30 处 ， 摆正乱停乱放非
机动车辆 20 余辆 ， 并对分包路段
的杂草进行了铲除 。

商水县练集镇闫桥村老年协会
提倡婚礼上宣誓敬老

□通讯员 闫志凯 杨志峰

本报讯 近日，商水县练集镇闫桥
村传出一件新鲜事，该村老年协会提
倡年轻人结婚时要宣誓孝敬老人；在
葬礼上，要有本村村民民主评说死者
生前孝敬老人的情况，这一倡议得到
了全体村民的积极响应。

据了解，2013 年， 从市工商联退
休的老干部闫贤臣看到村里少数年

轻人不孝敬老人 ，心里很难受 ，于是
就在村民大会上替老人 “鸣冤叫
屈”， 并提倡成立闫桥村老年协会 。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村民和村干部的

大力支持 ，闫贤臣 、闫兴挺等老人当
场捐出 1600 元作为老年协会的办公
经费。 就这样，由该镇人大代表闫兴
挺任会长的闫桥村老年协会成立

了。
目前， 该村已形成一种风气，凡

是村里举办婚礼和葬礼都由该村老

年协会负责人轮流主持。 在婚礼上，
新郎新娘要对父母宣誓孝顺老人 ；
在葬礼上 ， 组织村民对死者生前孝
敬老人的情况进行评说 。 这一活动
的开展 ，把儿女们孝敬 、赡养老人置
于群众监督之下，有力地促进了当地
尊老爱老社会风气的形成。

把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辆搬到非机动车停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