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第437期

联
办

焦 作 日 报 社
共青团焦作市委

与 焦 作 青 年 共 成 长

09
统筹：庞玉燕
编辑：陈 琦
版式：李新战
校对：张 苗 谢 斌
组版：杨保星
热线：3568501“青春焦作”

微信公众订阅号

本报讯（记者韦冰） 日前，
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团市委、市教育
局、市文联、市少工委联合发出
通知，自即日起在全市中小学校
组织开展新版“每天都可以想一
想”合唱比赛及践行活动。通知
要求，全市中小学要结合实际，
深入抓好《每天都可以想一想》
推广传唱和践行活动，特别是要
抓好歌曲在入校新生中的传唱和
践行，确保歌曲广泛传播、深入
人心，要认真组织活动预赛，迅
速在全市各中小学掀起传唱和践
行活动的热潮。

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全市上下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
时，开展此次合唱比赛和践行活
动，旨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充分展现青少年与祖国共奋
进、与时代同发展的精神风貌，
引导全市中小学生树立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培
养青少年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据了解，入选河
南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的歌曲《每天都可以
想一想》，是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联等单位以习近平总书记《从
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内
容，创作完成的。去年9月，市
委宣传部、团市委等6家单位启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歌曲

《每天都可以想一想》传唱推广
活动，全市各中小学充分利用主
题团（队）课、音乐课、班会等时
机，通过升旗仪式、文艺会演、艺
术节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学唱传
唱活动，迅速掀起了传唱热潮。
去年 10 月，团市委开展“每天都
可以想一想”主题团 （队） 日暨
团 （队） 活动课比赛，并在线同
步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 2 万人
次，13 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及
留言，整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今年9月，市委宣传部通过
广泛征求意见、专家充分润色对
原版歌曲进行完善修改，新版

《每天都可以想一想》歌曲全新
出炉。新版歌曲不仅保留原版歌

曲明朗欢快的曲风，又在歌词方
面有所完善，不仅朗朗上口，还
更易于传播推广。日前，团市委
联合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将继
续以合唱比赛的形式推广传唱和
践行 《每天都可以想一想》 歌
曲。此次合唱比赛将围绕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少
年先锋队建队 70 周年、党的十
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从小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重要讲话精神等主题选择
歌曲。其中，新版《每天都可以
想一想》为必唱曲目，另一首为
自选曲目，要求自选曲目内容积
极向上、主题鲜明，能够充分展
示中小学生快乐生活、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的风采。比赛形式
以歌曲合唱为主，以歌伴舞、朗
诵、新媒体等多种表演形式辅助
体现。

践行活动主要围绕学雷锋、
敬老、环保、文明创建等主题开
展“三个一”活动，即开展一次

“少先队主题活动课”活动、一
次“主题团（队）日”活动、一
次“主题升旗仪式”活动，培养
中小学生热爱祖国、关心同学、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的高尚品
德，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我市“四城联创”、环保
攻坚等中心工作中积极传播社会
主义文明新风，争当环保小卫
士、文明小使者。

比赛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阶
段，初赛自即日起至11月9日，
由各县（市）区、市直各学校举
办初赛，并以视频形式向组委会
推荐1~2个优秀作品。决赛自11
月10日至11月30日，采取集中
观看视频的形式进行，组委会邀
请评委对报送的视频作品进行集
中评审，根据评分细则，评出一
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若干名，组委会将
根据各单位举行合唱预赛情况和
践行活动开展情况评选优秀组织
奖若干名。同时，组委会将对获
奖作品进行网络展播，邀请公众
开展网络投票，根据投票结果评
出 网 络 最 佳 人 气 奖 。 2019 年

“每天都可以想一想”合唱比赛
及践行活动颁奖仪式将在 12 月
上旬举行，届时将邀请部分优秀
获奖作品进行展示。

我市将举行中小学“每天都可以
想一想”合唱比赛暨践行活动

本报讯（记者韦
冰）国庆节前夕，喜
讯传来，在 2019 年
中国技能大赛——第
十五届“振兴杯”全
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河南省选拔赛暨“创
出彩”2019 年河南省
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中，我市选手魏金龙
荣获职工组车工工种
第一名，并将代表我
省参加 10 月份在沈
阳举行的“振兴杯”全
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车工工种的总决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共青团
河南省委、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主办，于 9 月 26 日至
29 日在漯河市举行，全省共有
163名选手参赛。大赛共设职工
组、学生组2个竞赛组别，每个
组别分别设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电工 （维修电工）、车工、钳工
（工具钳工） 4 个竞赛职业 （工
种）。经过激烈角逐，共有24位
选手脱颖而出，将代表河南省参
加第十五届“振兴杯”全国青年
职业技能大赛决赛。

“我在这次比赛中荣获第一
名虽然很高兴，但是也感到了随
后而来的压力。”魏金龙告诉记
者，这些天来，他除了正常工
作，每天都要加班练习，为即将
到来的总决赛作准备。

今年 31 岁的魏金龙进入河
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工作已有9
年。作为军工企业的一名员工，
魏金龙通过不断努力，使自己的
技术水平得到极大提升，承担并

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产品的关重
零部件和新品科研项目配套零件
的加工任务，为公司军品科研试
制和生产任务履约作出了突出贡
献，并多次在省市职业技能大赛
中获奖，被授予河南省技术能手
称号。

在此次比赛中，魏金龙凭借
过硬的操作技能和出色的临场发
挥，经过理论、CAD、实际操
作3轮竞逐，一举夺得了职工组
车工工种第一名。

据了解，“振兴杯”全国青
年职业技能大赛是由共青团中
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
举办，旨在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优
秀青年技能人才，引导和激励广
大青工立足岗位、学练技能、成
长成才，为改革发展作出贡献。
历经14届大赛，“振兴杯”在传
承中着力创新、在挑战中探索前
行，成为共青团历史上规格最
高、项目最多、覆盖最广的职业
技能竞赛。

建功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

我市选手荣获
河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韦冰） 革命鲜
血染就红旗，志士生命铸就光
明。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
命烈士纪念碑、纪念堂时强调，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
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
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
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国第
六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9 月
29日，团市委全体党员来到市烈
士陵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暨烈士纪念日活
动，纪念革命英烈，表达崇敬之

情。活动由团市委副书记、机关
党支部书记许雁领主持。

市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革
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全体党
员神情庄重，在纪念碑前肃立默
哀。机关党员代表张琪在发言中
说，焦作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
统的英雄城市。在这片热土上，
长眠的革命烈士为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而英勇奋斗，浴血牺牲。他们的
革命精神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
怀川儿女学习。随后，面对党
旗，团市委书记李明霖带领全体
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
力的宣誓声让现场所有人都深受
感染，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如磐

的年代。
随后，全体党员向革命烈士

纪念碑敬献花圈和鲜花。最后，
全体党员集体参观革命烈士事迹
陈列馆与太行第八军分区史迹纪
念馆。这里铭刻着一个个舍生取
义、忠义不屈的烈士名字：有在
焦作第一个党支部中任委员，后
任中共焦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
记，牺牲时年仅33岁的刘昌炎；有
担任过焦作最早的党支部书记，
因叛徒告密而牺牲的罗思危；有
闻名中外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
学义；还有用胸膛顶住爆破筒，最
终将碉堡炸毁，自己壮烈牺牲的

“战斗英雄”王忠殿……全体党
员通过聆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

迹，充分感受了革命先烈舍生取
义的不朽精神。

全体党员纷纷表示，这是一
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深入人
心的党性教育。在市烈士陵园，
长眠着原太行第八军分区 290 名
革命先烈，他们抛头颅、洒热
血，他们的伟大精神时刻激励着
大家奋勇拼搏。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通过追忆烈士们的英勇事
迹，越发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今后，将以革命先烈为

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
担当，以奋发向上的蓬勃朝气、
开拓进取的昂扬锐气，为建设

“精致城市、品质焦作”贡献青
春力量。本次烈士纪念日活动是
团市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
育，利用本地红色教育资源，引
导全体党员不忘初心，把烈士精
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牢记使命，继承革命先烈矢志奋
斗的伟大事业。

致敬烈士 砥砺前行

团市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暨烈士纪念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韦冰）9月27日晚，焦作市
智慧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门前的广场上，歌声悠
扬，彩灯绚烂，欢声笑语，200余名青年男女
会集此处，参加“团聚青春·缘来有你”焦作
市金融系统青年联谊活动。

为进一步促进金融行业、行政事业单位等
领域青年的沟通交流，增进各单位青年之间的
情谊，帮助更多青年成家立业，从而更好地服
务我市经济发展，团市委、市妇联、市金融工
作局、市直机关工委、焦作市智慧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决定联合团解放、山阳、中站、马村区
委，示范区团工委，解放、山阳、中站、马
村、示范区妇联及焦作市金融服务促进会举办
此次联谊活动。

当晚 18 时许，伴随着浪漫的背景音乐，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200余名单身青年
佩戴由主办方精心制作的名牌有序入场。青年
男女在冷餐区相互认识、交流，开启交友的旅
程。同时，主持人在主会场用幽默诙谐的语言
活跃着现场的气氛。

19时30分，活动正式开始，全体青年起
立高唱《歌唱祖国》，为祖国母亲的生日献上
诚挚的祝福。在游戏“动作反口令”中，青年
们在主持人“起立、坐下，左转、右转”的口
令中进行动作反转，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

在“我爱歌唱”和“浪花朵朵开”游戏
中，青年们充分展示自身的才艺，在欢快热烈
的氛围中逐步培养出默契。在“患难与共”游
戏中，男女青年相互配合、相互帮助，将整场
活动推向高潮。在一个个趣味性极强的游戏
中，青年们敞开心扉、突破自我，充分展现出
自己的才华和个性。

活动还通过抽奖方式提供了小米手环、赛
诺龙面膜等奖品。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互动交
流，现场有10多对年轻人初步牵手成功，大
家也都在活动中收获了友谊与快乐。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大金融系统和
机关事业单位青年奋战在金融和全市重点工作
的主战场，充分展示了他们积极进取、奋勇拼
搏的青春风采。但是，由于工作繁忙、生活节
奏快、交友圈窄，他们缺少与同龄人交流、交
友的机会。这次活动在国庆节前夕举办，就是
想借助祖国生日的喜庆气氛给单身男女青年搭
建一个拓宽交际圈、展示自我和结识朋友的平
台。

团聚青春 缘来有你 让我们在这里相遇相知

本报讯 9月27日上午，“八
方援”河南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
行动——“茅台王子·明亮少
年”2019年希望工程关爱青少年
公益活动在温县举行，共青团河
南省委、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联合爱心企业，给温县的贫困
青少年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

活动中，与会嘉宾为温县 5
所学校捐赠了体育器材和快乐阅
读项目等，并为80名建档立卡的
贫困青少年发放了助学金。活动
结束后，与会嘉宾还对 4 名受助
学生进行家访，了解他们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精神上
的关心和关爱。

在苏王村小学读三年级的梁
炜涛，是一名单亲家庭的孩子，
也是受助者之一。看到爱心人士

带来的篮球和书籍后，他的眼中
闪着喜悦的光芒，“我平时非常

喜欢打篮球，谢谢好心的叔叔阿
姨们。”梁炜涛接过篮球和书籍

后，开心不已。
河南省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茅台王子·明亮
少年”全国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
王庆云表示，多年来，茅台集团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价值追求和
社会担当，爱心助学规模逐渐壮
大，河南累计投入已超千万元，
爱心不停，温暖人心，他希望孩
子们能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积极回报社会和家乡。

“今天你们是受益者，明天
你们将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成为
祖国发展的建设者。”团省委希
望办学生资助部部长孙海辉寄语
孩子们，要好好读书，努力拼
搏，做一个品学兼优、全面发展
的好学生，早日成为国家建设的
栋梁之才。

此次资助是团市委充分整合
社会资源、积极向上级团组织争
取得来的。该活动和“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等活动同为团市
委“思源行动·乡村振兴”项目
的有力支撑。据了解，为进一步
深化“八方援”河南共青团助力
脱贫攻坚行动，展现团组织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服务贫困青少
年群体的责任和担当，团市委坚
持把“思源行动·乡村振兴”项
目作为服务贫困青少年成长发展
的有力抓手和有效载体，先后开
展了“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希望工程·温暖冬天活动”、关
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等，有效帮
助农村贫困青少年健康成长，积
极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小青）

爱心涓流汇聚成河

“茅台王子·明亮少年”公益活动走进温县

活动现场。 青年男女在冷餐区沟通交流。

全体青年同唱《歌唱祖国》。 （本栏照片均为本报记者韦冰摄）

游戏游戏““患难与共患难与共”。”。

青年男女在活动中收获友谊。

青年男女积极参与游戏。

魏金龙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韦 冰 摄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韦 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