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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冰） 6 月 30
日，市妇联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干部到孟州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槐树乡岩山村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感悟红色文化，践行
初心使命。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带
领班子成员及全体党员干部参加
活动。

孟州市槐树乡岩山村，在抗
日战争时期，曾设中国共产党孟
县委员会、孟县抗日民主政府。
1945年初，太岳二、四军分区部
队执行中央扩大根据地的指示，
在孟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并在岩
山村成立孟县抗日民主政府及县
大队，并迅速在各区、村建立政
权和武工队，开展抗日救国运
动，直至 1945 年 9 月 4 日，孟县
第一次解放。

在参观学习中，市妇联机关
党支部全体党员听取了讲解员介
绍岩山村的光荣历史，并相继走
进原中国共产党孟县委员会、孟
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和共产党员
秘密集会地等革命遗迹，了解孟
州革命斗争历史和革命先烈的英
雄事迹，并为老一辈革命者勇于
献身、不畏艰辛的抗争精神而震

撼。
在该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

前，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市妇联主席宫卫红还为
党员们送上了党员政治生日贺
卡，鼓励妇联广大党员牢记政治

追求，保持政治本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的事
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随后，市妇联机关党支部全
体党员又参观了孟州市政协党建
户外基地，并走进孟州市西虢镇

莫沟村参观学习。
学习历史、传承精神，缅怀

先烈丰功伟绩。此次主题党日活
动，让市妇联全体党员接受了一
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
统教育。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紧紧围绕服务乡村
振兴、“四城联创”等全市中心
工作，找准妇联工作的结合点和
切入点，只争朝夕、迎难而上，
不断推进妇联工作向高质量发
展。

感悟红色文化 践行初心使命

市妇联赴孟州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教育

本报讯（记者王冰） 7 月 1
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
之际，市妇联机关党支部联合党
建分包单位解放区七百间街道二
百间党支部，举行“支部联支
部”“庆七一 感党恩”社区群
众文艺节目展演。市妇联副主席
王海玲、李学文及部分机关党员
干部参加活动。

活动开始前，王海玲、李学
文慰问了老红军、老党员祁保
富，送上了鲜花和慰问品。

展演活动包括大合唱、腰鼓

表演、模特表演、太极拳展示和
朗读等共计 13 个节目，这些节
目大多是楼院小区居民自己组织
编排的。活动最后，李学文给居
民们带来了诗歌朗诵《丰碑》。

此次活动，丰富了市妇联
“支部联支部”活动载体，也丰
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展现了社区群众及社区工作人员
风采，同时增强了社区党员干部
与居民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
营造出共建共享、幸福美好的良
好社区氛围。

市妇联机关党支部举行
“支部联支部”文艺展演

本报讯（记者王冰）昨日，
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为宣传先
进、树立榜样，河南省妇联发布

《关于命名河南省巾帼文明岗
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的决定》，
授予焦作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看护
管理大队女子中队等9个集体河
南省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授予
刘琳琳等8名同志河南省巾帼建
功标兵荣誉称号。

据了解，为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
署，引领河南省妇女立足本职，
弘扬新时代精神，奋发创新创
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推动“巾帼建新功中原更出彩”
行动进一步深入开展，为谱写新
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凝
聚强大正能量，今年3月，河南
省妇联决定命名一批省级巾帼文

明岗和巾帼建功标兵，并在全省
下发通知。此次评选，由各省辖
市、有关单位逐级申报，经省妇
联审核、研究，确定河南省巾帼
文明岗 200 个、巾帼建功标兵
200 名，我市 9 个集体和 8 名个
人上榜。

省妇联希望受命名的巾帼文
明岗和巾帼建功标兵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创新创造创优。全省
广大妇女要以受命名的巾帼文明
岗、巾帼建功标兵为榜样，学习
其把追求人生梦想寓于时代大潮
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学习其岗
位建功、争创一流的职业操守，
学习其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高
尚品质，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河南省巾帼文明岗、巾帼建功标兵出炉

我市9个集体和8名个人上榜

本报记者 王 冰

2020 年的春节，正值万家团圆之
际，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特殊战役中，广大医护工作者
身披白袍战衣、无畏逆行，河南省巾帼
建功标兵、焦煤中央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二区副护士长张巧珍就是他们当中
的一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张巧珍和另
外15名医疗人员、疾控人员组成的援鄂
医疗卫生队逆行出征、驰援武汉。对于
她而言，在武汉的58天里，每一天都值
得铭记。

2 月 4 日，张巧珍第一次走进医院
的隔离病区。当天21时接班，19时她就
从驻地出发。在医院的清洁区，接班医
护人员要换装。手套戴了5层，脚套穿
了3层，防护、隔离衣各一层，帽子和
口罩各 2 层。套上一层一层的防护物
品，穿到最后，让她觉得呼吸困难、手
脚变得僵硬。可她顾不得多想，跟着大
家走过5道门，进入隔离病区。

大概十几分钟，张巧珍的衣服就完
全湿透，紧接着她的护目镜起雾，视物
不清，有汗珠随着头的移动来回滚动。
此时，病房嘈杂、工作量大、缺氧头晕
等各种严峻的考验接踵而来，重症病人的

呻吟声、呼吸机的报警声、监护仪的滴滴
声，与病人的咳嗽声交织在一起……为了
按时完成任务，她完全凭借平时扎实的
基本功和日常积累的经验处理并完成各
种仪器操作和对病人的生活护理。

在武汉的那
些天，医院隔离
病房里的张巧珍
是集护士、临时

家属、心理治疗、保姆、物资接送发放
于一体的“全能女神”。有些老年病人
说方言，不便交流，她就把字写在纸上
跟病人沟通。病区里有位老太太，心理
负担比较大，刚开始不太配合治疗，张
巧珍就用点头和手势与老人交流，对她
进行心理安慰。渐渐地，老人接受了一
切，还主动配合医生治疗。

一天，快下班时，张巧珍又去看望
老人。老人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一
定会好的。我要去焦作，去你们云台山
玩。你也记得带孩子来武汉做客。我们
共同努力！”听了这话，她激动得流下
了眼泪，当时虽然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
清楚，但是她仍然用尽全身的力气去
看。“我一定要记得阿姨那甜甜微笑的
模样。”张巧珍说。

3月30日，张巧珍和16名援鄂医疗
卫生人员返回焦作。不久，经过修整后
的她又回到了心爱的工作岗位。

从此，医院科室走廊上总能看到张
巧珍奔忙的身影。同事们都说，那个“吃
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张巧珍又回来了；
那个在工作中率先垂范、脏活累活总是
第一个冲向前的张巧珍又回来了。

战“疫”显身手 巾帼展英姿

本报讯（记者王冰）
对于不少困难群众而言，
家门口缺岗位，出远门
有顾虑，就业与顾家如
何兼顾是他们关心的问
题。近日，市妇联组织
用工企业暨焦作市“巧
媳妇”工程就业创业示
范基地在帮扶村中站区
府城街道大家作村举行

“巧媳妇工程就业扶贫乡
村行”活动，为贫困群
众在家门口搭建就业平
台 。 市 妇 联 主 席 宫 卫
红，副主席王海玲、杨
鹏杰，中站区副区长王
斌出席活动。

2020 年是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之年，市妇联
作为大家作村的帮扶单
位，激发贫困人口致富的
内生动力，从就业需求入
手，邀请焦作市好妈妈餐
饮管理公司、焦作市金凤
家政服务培训中心等5家

“巧媳妇”工程就业创业
示范基地，在贫困群众家
门口搭建信息对接、技能
对接、人岗对接的就业服
务平台，提供就业岗位
80 余个，让贫困劳动力
就业有位子、增收有门
路。

活动现场，市妇联主
席宫卫红来到招聘单位咨

询台前，详细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用工需
求，要求用工单位负责人主动担当，发挥好

“巧媳妇”工程在助力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多为留守妇女和贫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让
她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宫卫红还与前来应
聘的群众亲切交流，了解她们的就业意向和
现场对接情况，鼓励她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工
作奔上小康路。

“市妇联举办这样的活动真的不错。我
家里有小孩子，儿媳妇不能外出打工。得知
有中站区的两家企业招聘工人，我就给她报
了名。这些企业就业时间灵活，儿媳妇还能
抽时间照顾家，解决了我家的后顾之忧。”
该村60岁的村民司振英高兴地说。

在村委大院，宫卫红向市妇联驻村工作
队员送上了市妇联党组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希望工作队员继续完善帮扶措施、严守工作
纪律，用扎实的工作树立妇联良好形象，切
实为大家作村百姓谋福利，为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添光彩。

活动当日，市妇联领导还看望慰问了大
家作村1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本报讯（记者王冰） 为深入贯彻市
平安建设分包联创工作会议精神，扎实
推进平安建设分包联创工作，7 月 6 日
下午，市妇联主席宫卫红、挂职副主
席李学文带领相关部室负责人，到修
武县云台山镇对接平安建设分包联创
工作。

宫卫红一行听取了该县政法委副书
记冯军华、云台山镇党委书记杨路明关
于云台山镇的具体情况介绍，“雪亮工
程”实施情况、综治中心建设情况、平
安建设宣传情况的汇报，先后走访了云
台山镇综治中心、岸上村中心大街、五
六街等设施建设情况。

宫卫红对云台山镇平安建设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承诺将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帮扶。下一步，市妇
联和云台山镇将按照 《2020 年全市平
安建设重点工程》 和 《2020 年平安建

设分包联创工作方案》 的要求，结合
市妇联工作，加强与云台山镇的联系
沟通，拟订切实可行的平安建设分包

联创工作实施方案，夯实责任，做好
帮扶工作，确保完成创建任务，实现
共治共建共享。

市妇联开展平安建设分包联创对接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冰） 6月24
日上午，我市召开”学湖州晋
江、促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
当日下午，市妇联主席宫卫红组
织机关全体人员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会议精神。

会上，宫卫红认真传达了全
市“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
展”主题活动工作方案和市委书
记王小平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

宫卫红要求，全市各级妇联
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抓好学

习落实。在学习中，要学懂弄通
做实，要原原本本地学，认认真
真地学，并且结合工作实际拿出
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让先进地
市的好经验在焦作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会议强调，要压实责
任，明确任务目标，全力推进

“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
活动，将规定动作落实好，责任
到人，责任到部门，将工作落到
实处。要抓好贯彻落实，一定要
结合工作实际，把学到的东西学
以致用，确保有特色有实效。

市妇联传达学习全市“学湖州晋江、
促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王冰） 为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妇联机关党员
干部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市妇联开展
了诗歌诵读、包粽子等“我们的节日·
端午”系列活动。

诵读会上，机关党员干部讲述了端
午节的由来以及相关习俗，诵读了《我
就是云台山瀑布》《粽情深长》《巾帼

颂》《我的祖国》《相信未来》 等诗歌。
诗歌诵读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市妇联机
关干部对中华经典文化的认同感，得到
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和美好的文化滋养，
激发了大家爱国主义情怀，有力地推动
了市妇联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
台阶。

诗歌诵读活动结束后，市妇联机关

干部将提前准备好的糯米、红枣、粽
叶等材料整齐摆在桌子上，兴致勃勃
地围在一起包起了粽子。大家既有分
工又有合作，折粽叶、填糯米、压紧
实、封口、扎捆，互相交流包粽子的
技巧。不到 1 个小时的时间，100 多个
精美的粽子完成了，现场欢声笑语，
氛围浓厚。

市妇联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系列活动

河南省巾帼文明岗名单

焦作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看护管理大队女子中队

焦作市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

焦作市人才交流中心就业管理科

沁阳市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组

温县妇女联合会

博爱县妇幼保健院产科

国家税务总局武陟县税务局

焦作市山阳区环卫处环卫三所山阳路清扫组

焦作市解放区焦北街道花园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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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招聘会现场咨询用工信息。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张巧珍在武汉
时的照片。 （照片由本人提供）

市妇联主
席宫卫红一行
走访云台山镇
综治中心、岸
上 村 中 心 大
街 、 五 六 街
等，了解施工
建设情况。
本报记者 王
冰 摄

⬅市妇联机关全体党员在孟州市槐树乡岩山村抗日
战争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右一）给党员送政治生日
贺卡。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展演活动节目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王 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