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焦 娇

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19年
来传播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
神，创立了学雷锋志愿者协会，
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雷锋精神文化基地，培育了2000
余名学雷锋志愿者、30多个雷锋
团队，发起了雷锋扶贫项目、雷
锋禁毒项目等，为我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她就是许琳娟。

5 月 9 日上午，记者在雷锋
精神文化基地见到多年来热心公
益、播撒爱心的雷锋精神传承者
许琳娟时，她正在为前来参观的
群众讲解雷锋精神和雷锋故事。

说起雷锋精神文化基地的建
立，许琳娟打开了话匣子。“雷
锋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
我一直想建一个具规模、成系统
的学雷锋思想文化宣传阵地，让
更多人了解雷锋和雷锋精神，从
而去弘扬和传承雷锋精神，让雷
锋精神在怀川大地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

去年7月，许琳娟开始了雷
锋精神文化基地的创建之路。人
员可以找协会志愿者，可是场地
怎么办？钱又从哪里来？

“没有钱，我可以用退休工
资。”许琳娟拿出了自己的退休
工资，又找了丈夫和孩子集资，
一共筹集了近3万元作为雷锋精
神文化基地的启动资金。场地又
该上哪找呢，这着实让她犯了
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许琳娟在
举办志愿活动的时候结识了解放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杨昌军。杨昌
军被许琳娟 19 年如一日的无私
奉献所深深感动和折服，得知她
正为场地发愁，就多方协调，为

她寻找场地。最后在焦作卫生医
药学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下，许琳
娟在该校北校区有了十几间教室
的场地。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雷锋精
神文化基地正式建成。这是一个
集雷锋展览馆、雷锋文化长廊、
雷锋公益讲堂、“妇女之家”和

“儿童之家”、党建活动中心于一
体的综合性雷锋精神宣传阵地，
采用文字、图片、书画等多种形
式展示雷锋的一生以及雷锋精神
的内涵。

“我想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
更加深入地了解雷锋精神，感受
到雷锋精神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
和感召力，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
一代中国人。”许琳娟说，“自雷
锋精神文化基地成立以来，已经
有 1000 余名党员及群众前来参
观。”

除了创建雷锋精神文化基
地，许琳娟还做了很多。她牵头
成立的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目
前已是拥有“雷锋团”“雷锋社
区”“雷锋学校”“学雷锋文明基
地”的“雷锋大家庭”。她发起
的“雷锋公益助学项目”资助了
很多困难学生和困难家庭，“雷
锋妈妈公益课堂”走进多所学
校，“残障儿童艺术培训教育志
愿服务项目”被评为我市优秀志
愿服务项目。她还坚持每周五深
入市妇联分包的社区、路段清扫
卫生、引导行人有序通过路口等，
为我市“四城联创”贡献力量，并
积极响应市妇联号召，成立了市
学雷锋志愿者协会妇联，将协会
里的女性志愿者紧密联系了起
来。许琳娟和她的雷锋团队已然
成为焦作一张美丽的名片。

雷锋精神现在已经融入了许
琳娟的血液，成为她生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学雷锋的队伍中，让每一个人都
成为一面学雷锋的旗帜。”她说

让雷锋精神融入血液
——记雷锋精神文化基地创建者、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会长许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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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焦娇）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
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近日，市妇联在市图书馆
举行“诵经典传承好家风 家
和睦社会更平安”第11期经典
诵读活动。本期活动以“平安
家庭工程”法治宣传为主题，
通过形式多样的节目宣传法律
知识，扎实推进家庭平安和
睦、社会和谐稳定。市妇联主
席宫卫红，副主席杨鹏杰、李
学文出席活动。

在旋律优美、充满民族正
能量的歌曲《六尺巷》中，此
次活动拉开了帷幕。由全国

“最美家庭”代表杜红岩、杜翠
萍带来的朗诵《家风家训，在
这里传承弘扬》用朴实无华的
语言，表达了“从医必先树
德，治病更须行善”这一厚重

家风文化；情景剧《清明》展
现了一个时刻以严的纪律要求
自己和家人的领导干部形象，
向大家传递了遵纪守法才是守
护家庭平安的理念；情景剧

《因为我是母亲》则是一位被亲
生子遗弃的母亲的内心独白，
通过一段段小故事告诉大家遗
弃双亲就是犯罪……

20位经典诵读志愿者以诗
朗诵、情景剧、葫芦丝演奏、
独唱等不同形式，用或清新如
涓涓细流，或激昂如奔腾江河
的朗诵和表演，激起现场观众
的强烈共鸣，让大家再一次领
略到语言的魅力和感染力，对
于引导大家把法治精神融入生
活和工作，自觉遵法守法学法
用法，营造平安家庭建设良好
法治氛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诵经典 明法律 创平安

市妇联举行“平安家庭工程”法治宣传活动

亲爱的妈妈：
您好！
首先女儿祝妈妈心想事

成，永远平安。
以前，我总是惹妈妈生

气，也许是我的任性、娇
气，也许是我的无知。如
今，女儿已长大，懂得了您
的那分操劳、叮咛、关爱和
教诲，懂得了您的一个眼
神、一个拥抱、一件微不足
道的小事，都能让我感觉到
一个伟大母亲的爱。

妈 妈 ， 您 总 是 早 早 起
床，把早餐准备，为了让我
上学吃好。送我上学时，您
会拥抱一下我说，宝贝，上
课时可要认真听讲，听老师
的话。送我到校门口时，您
总是看着我走进学校的大
门，直到我走进教室已看不
见我的身影。放学时，当我
排着队走出大门时，看见您
欣慰的眼神，我知道，那是
您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期
盼和等候。妈妈，我更忘不
了晚上睡觉时，您总是轻轻
地吻我的额头说，宝贝晚
安，做个好梦。有时，我无
理取闹，您总是耐心地给我
讲解，和我沟通，直到我懂
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

么是好、什么是坏。
妈妈，您还记得我小时

候的一件事吗？当时天气很
冷，晚上当我告诉您我还有
七篇日记没写时，您很生
气。在去叔叔家的路上，您
还生气地批评我，您跟奶奶
和叔叔说，在学校，班主任
和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因
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
前列。也因为期末考试的成
绩，您和爸爸都为我骄傲。
当您说到这里，妈妈，您哭
了，您流下了怕我不争气的
眼泪。妈妈，当您流泪时，
我也很难受，知道自己错
了，所以不敢出声。我知
道，您是怕我过节的时候又
开始贪玩，忘记了学习，怕
我在班里的成绩会滑下去。
妈妈，是我错了，现在我已
经长大，懂得您的教诲。

妈妈，是您给了我人世
间最真、最可贵的爱，让我
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忘记了
胆怯和恐惧。

此刻，我只想对您说：
“妈妈，我爱您！”

中站区跃进路小学四二
班 卢柯颖

2019年4月25日

给妈妈的一封信

本报讯（记者焦娇） 昨日
是我国第 26 个防治碘缺乏病
日，市妇联积极参与了市卫生
健康委、市盐业局、市疾控中
心等单位和部门在市东方红广
场开展的以“科学补碘益智，
健康扶贫利民”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活动吸引了过往群众前来

咨询，市妇联工作人员向群众
介绍碘缺乏病的危害、碘对人
体生长和发育的重要性，以及
碘缺乏危害的最主要人群是孕
妇、哺乳期妇女和儿童等知
识，并向群众发放相关宣传资
料和宣传物品，以提高广大群
众对碘缺乏病的认识，增强防
治意识。

市妇联积极参与防治
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焦娇） 近日，
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带领全体班子
成员和各部室负责人，到沁阳
市、孟州市、武陟县、博爱县、
温县、修武县，就“巧媳妇”工
程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督导。
市妇联副主席王海玲、杨鹏杰、
李学文一同调研督导。

在河南神农陶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黑陶研发基地、孟州市西虢
镇莫沟村、河南旭瑞食品有限公
司、武陟县爱华鞋业有限公司、
河南素洁日用品有限公司、永和
祥养殖专业合作联社、焦作市云
台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28 个

“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
地，宫卫红从生产规模到发展特
色，从“巧媳妇”工程建设到

“妇女之家”建设，一路察看、一
路研究、一路指导。

宫卫红首先来到沁阳市紫陵
镇坞头村头饰工业园，认真了解
了该村“以党建带妇建、以产业
促发展、以发展助脱贫”的工作
模式，实地参观了扶贫车间运行
情况，对该村的做法给予高度肯
定，希望该村以推进“巧媳妇”
工程提档升级增效为抓手，积极
引进高端人才，创特色品牌、做
行业领尖，带动更多妇女就业。

在孟州市化工镇三联合作社
和河雍办事处东田丈村孟香果蔬
专业合作社，宫卫红鼓励合作社
负责人“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
和经验，积极改良种植品种，大
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吸纳和带

动更多贫困妇女就业，为深入实
施巾帼脱贫行动贡献力量。

在武陟县泰丰食用菌有限公
司，宫卫红实地了解了“巧媳
妇”工程企业建设情况、运营发
展状况及带动妇女就业情况等，
并高度评价了西陶镇“争当脱贫
光荣户，文明勤劳奔小康”星级
评定活动，要求各级妇联学习借
鉴该工作方法，不断拓宽妇女工
作思路，营造明争暗赛、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

宫卫红来到焦作市华夏幸福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依甜蜜小
镇，认真听取了返乡创业大学生
张继强、张淑娟兄妹对未来果园
的发展规划，并对大学生创业青
年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的行为给予

高度肯定，鼓励他们充分发挥优
势，尽快将企业做大做强，用实
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博爱源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创
业就业基地的大棚中种植有无刺
小黄瓜、长茄、羊角蜜等20余种
特色蔬果，是市级农民工返乡创
业示范园区。在这里，宫卫红要
求企业负责人继续做好农民培训
工作，尤其是重点培训贫困妇
女、留守妇女，通过实施“巧媳
妇”工程带动周边妇女就近就地
灵活就业。

在温县鑫合电商产业园，宫卫
红走进物联网监控中心、怀药工程
中心、“妇女之家”等地，详细了解
企业运行模式、“巧媳妇”示范基地
建设、“四组一队”工作模式、员工

收入、技术培训等情况，叮嘱企业
负责人将产品的生产、加工与体验
结合起来，形成一条完整产业链，
着力做好“产业＋旅游”的文章，同
时要高标准打造“妇女之家”，构
建坚强活动阵地。

在河南鑫宇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焦作市云台山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和云上的院子，宫卫红对

“巧媳妇”工程涌现出了一大批高
新技术企业给予充分肯定，要求
企业负责人认真学习学徐州、扬
州先进经验，更加注重创新，走
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各级妇联要
大力培育一些有技术有特色的

“巧媳妇”工程项目，形成龙头效
应，从而引领带动更多企业实现
转型升级。

宫卫红调研督导各县（市）“巧媳妇”工程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焦娇） 5月10日
上午，市妇联联合市女性创业协会
在焦作影视城举办万名母亲颂祖国
暨2019年第二届旗袍文化节活动。
市妇联副主席杨鹏杰出席活动并讲
话，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19支
文艺表演队近万名女性参加了活
动。

杨鹏杰代表市妇联向全市各位
母亲送上诚挚的问候和祝福。她
说，近年来，全市广大妇女在各级
妇联组织的带领下，在创业创新的
第一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乡村

振兴的最前沿、“两癌两筛”“四城
联创”的大舞台以及社会服务各领
域，建功业、求作为、传美德、树
新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
誉。

杨鹏杰希望，广大妇女要更加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服务大局中发挥作
用，在家风培养中弘扬优势，在岗
位建功中担起责任，与新时代同
行、为新目标奋斗、在新征程建
功，做新时代出彩女性，以实际行

动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活动现场，近万名身着各式旗

袍的女性踏着舒缓的音乐款款而
行，优雅的体态、柔和的线条，举
手投足间无不洋溢着女性的独特魅
力、展现着旗袍的古韵之美。随
后，《达坂城的姑娘》《云台恋曲》

《小小新娘花》《人间第一情》等一
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在宣传
旗袍文化的同时，也展示了新时代
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的动人风采，为大家送上了一场精
彩的精神文化大餐。

传承旗袍文化 展示女性风采
本报讯（记者焦娇）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推进家庭文明建设，
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
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
联合开展了“树清廉家风”“五
个一”家庭助廉活动，并从即
日起面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及
其家庭成员开展“给亲人的叮
咛”微家书及“我的清廉家
风”座右铭征集活动。

据介绍，“给亲人的叮咛”
微家书可写给父母，也可写给
子女或配偶，用一句话或几句
话来表达对长辈的感恩、对子
女的期许、对爱人的忠告，内
容必须原创，字数不超过 500
字。“我的清廉家风”座右铭则

是党员干部或其家庭成员提炼
创作的有关廉洁自律、清廉治
家的座右铭，内容须为原创，
字数不超过50字，可以用篆刻
和毛笔、硬笔等多种形式书写
展现。

此次征集活动截止 6 月 20
日，作品直接发送至市妇联家
庭 和 儿 童 工 作 部 邮 箱 （fu-
lianetb@sina.com）， 邮 件 标 题
注明“给亲人的叮咛”微家书
或“我的清廉家风”座右铭
（请在邮件中注明姓名、通信
地址、联系电话）。优秀作品
将在市纪委、市妇联微信公众
号进行展示分享。如有疑问，
请拨打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
部电话 （0391） 3568338 进行
咨询。

开展家庭助廉活动
推进家庭文明建设

市妇联主席宫卫红等在温县鑫合电商产业园调研。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市妇联主席宫卫红等在武陟县泰丰食用菌有限公司调研。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万名母亲颂祖国暨2019年第二届旗袍文化节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焦 娇 摄

许 琳 娟
（左一） 在为
来雷锋精神文
化基地参观的
群众讲解雷锋
故事。

本 报 记 者
焦 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