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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定兴）为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激发爱
岗敬业的工作热情, 11月29日下午，市残联党组
书记张喜科带领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前往市反腐倡廉
教育基地，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廉政警示
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郑重举起
右拳重温入党誓词，进行了庄严的宣誓。随后，在
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反腐倡廉、与
时俱进”“惩腐肃贪、常抓不懈”“以案为戒、发人
深省”“身边案例、警钟长鸣”“反腐斗争、任重道

远”等展区，通过参观图文并茂的展板、真实鲜活
的案例，大家感触颇深，思想受到了强大震撼，心
灵得到了深刻洗礼。

在活动现场，张喜科以“懂规矩、知规矩、守
规矩”为主题，从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新时代纪律
要求，什么是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我们应该
怎么做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了一堂专题党课，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要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夯
实“不想腐”的思想堤坝、扎进“不能腐”的制度
牢笼、强化“不敢腐”的雷霆震慑，保持清醒的头
脑，永葆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强化党性修养，真正做到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于律己，坚决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
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此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廉政警示教育主
题党日活动直观、生动、深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和说服力，对党员干部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家纷纷
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刻吸取反面典型的沉
痛教训，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不断强化自我约束，
锤炼坚强党性，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
身心投入本职工作中，助推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

市残联党组开展廉政警示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为进一步提
高社区居民的法治素养，营造浓厚的法
治宣传氛围，调动辖区居民学法用法的
积极性，12月3日上午，市残联组织志
愿者到山阳区新城街道恩华社区开展法
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市残联副理事长郭
芳参加活动。

“大妈，您知道12月4日是什么日子
吗？答对了可以送您一个宣传品，您用
的时候，多看看上面印的法治宣传内
容。”活动现场，志愿者亲切地与群众
交流。天气虽冷，却挡不住大家的热
情，不少群众围拢在宣传点前咨询法
律常识。活动中，市残联通过设置宣
传咨询台、散发宣传单页、悬挂宣传

横 幅 、 入 户 宣 传 、 面 对 面 科 普 等 方
式，向社区居民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 《宪法》《民法典》、疫情防控期间
复工复产指南、“三零”创建等法律法
规常识，以接地气的举措有力推进法
治文明建设。

此次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通过
“零距离”普法，提高了居民对法律法规
的知晓度、对法治精神的认同度、对法
治实践的参与度，营造了居民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良好氛围，赢得了居民的广泛
好评。据悉，活动当天，市残联志愿者
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接受群众咨
询100人次。

市残联普法宣传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为了疏导残
疾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消极心理，端
正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就业态度，近
日，市残联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市心理咨询师学会秘书长温书臣，分别
对2021年第二期保健按摩培训班、第三
期电商数据录入班和电商直播培训班的
90余名学员进行了残疾人心理疏导。

此次心理疏导的讲座内容主要通过
观看视频、游戏互动、课堂讨论等环
节，对残疾人进行正确的心理引导。在
游戏互动环节，温书臣让每位学员选择
一枚自己认为最好的雨花石，仔细观察
它的特点并说出自己的想法。“雨花石虽
然光滑美丽，但是并非完美无瑕，生活

不如意时有发生，我们要乐观、要积极
面对。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充满正能
量，我们的周围才能洒满阳光！”在温书
臣的循循善诱下，许多平时不爱说话的
学员变得开朗积极，纷纷踊跃发言，气
氛十分活跃。

讲座结束后，许多残疾人学员表
示，此次讲座感触颇深、受益良多，帮
助自己迈过了心里的那道坎，今后将在
培训学校安心学习，掌握好技能，提升
社会适应能力，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
对生活。

据了解，截至目前，2021年市残联
已为电商、按摩培训班开展心理疏导讲
座5期，服务残疾人233名。

市残联举办残疾人心理疏导讲座
本报讯 （记者贾定

兴） 12月6日，市残联举
行第十届全省残疾人艺
术会演焦作代表队颁奖
仪 式 暨 座 谈 会 ， 各 县
（市、区） 的残疾人演员
代表参加活动。

据了解，7 月 6 日，
我市代表队组团参加河
南 省 残 疾 人 艺 术 会 演
（北部片区），全面充分
地展示我市残疾人热爱
祖国、热爱生活、积极
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
风貌，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的坚定信念。
在会演中，我市代表队获
得声乐组一等奖、三等
奖、辅导奖、创作奖，舞蹈
组获得二等奖、优秀奖、
创作奖，戏曲组获得三等
奖的好成绩。

会上，获奖的各县
（市、区） 残联及市特殊
教育学校负责人就选拔
人才进行了发言，各位
获奖演员及辅导教师也
发表了获奖感言。市残
联副理事长郭芳代表市
残联对每一位演职人员
表示感谢，并就挖掘艺
术人才方面提出了建议
和希望。

随后，市残联为每
一位获奖演员代表颁发
获奖证书，激励参加演
出的残疾人朋友要再接
再厉、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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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贾定兴）近日，武陟县残联组
织机关干部职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认真学习省残联理事长刘延军在学习宣
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结合2021年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安排部
署近期重点工作任务。该县残联理事长李顺喜主
持会议。

会议要求，残联全体干部职工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抓

紧抓实抓好，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推动残疾人事业取得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确保年度目标圆满完成，科学
谋划2022年工作，在坚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高质量推进灾后重建工作；要坚持结果导
向，把学习贯彻省、市党代会精神与深入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抓好年度目标任务落实、谋划明年工作
结合起来，把学习贯彻省、市党代会精神激发出的
精气神，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的强大动力和实
际成效。

武陟县残联深学笃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 11月26日下午，马村
区残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该区残联理事长于志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的带头学习，把
全会精神纳入中心组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领
导班子成员带头全面学习、深刻领会学习，努
力在学习贯彻中走在前、做表率；要着重抓好
全体党员的学习，通过“三会一课”、交流研
讨、主题党日等多种形式，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把学习贯彻工作推动好、落实好；全体党员要
原原本本学、深入思考学、结合实际学，吃透
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切实从党的奋斗历
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会议要求，残联干部要以更贴心的个性化服
务，增进残疾群众的获得感；要聚焦巩固拓展残
疾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聚焦“三
类户、低保户、残疾儿童”等重点残疾人群，以
更周到的服务、更贴心的关爱，增进残疾群众的
幸福感；要以更全面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增进
残疾群众的安全感。

马村区残联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记者 朱颖江

12 月 14 日 9 时，位于山阳路的农
商银行营业点刚开门，市慈善总会志
愿者爱心联盟 （以下简称爱心联盟）
的志愿者李娜就第一个走进银行，将
7000余元交给银行，按要求填写了29
份汇款单。这29份汇款单代表着29名
困难学生，学生收到爱心助学款后，
就可以购买学习用品。这项工作，李
娜已经做了10余年，风雨无阻、按时
按点。

据介绍，这些困难学生有的上小
学、有的上初中或高中，学生情况不
同，爱心助学款的金额也从 100 元到
300元不等。李娜说，每一分爱心助学

款钱不多，但能帮助这些困难学生应
急。每到汇款的日子，她都不敢有丝
毫的耽误，怕学生没钱买学习用品。

爱心联盟成立于2006年，至今已
经15年。这15年来，爱心联盟累计资
助的学生有近千人，其中许多学生已
经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工作后又反哺
社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困难学生
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爸爸、妈妈都是残疾人，生活最
难的时候，买支笔的钱都没有，是这些
爱心志愿者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
如今，我已经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工
作。现在，我也是爱心联盟的志愿者，
与那些帮助我的叔叔、阿姨一起并肩作
战，奉献爱心力量。”爱心联盟志愿者薛
伟伟说。

志愿者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力量，他们做着看似微不足道的事
情，却诠释了大爱情怀，为许多人的
生活带来改变。12 月 5 日是国际志愿

者日，我市各个志愿者团队都在用自
己的行动去帮助他人。

位于市东方红广场的团市委青年
志愿亭有一位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亭
长，他叫孟钢栓，从2012年加入志愿
者团队以来，无时无刻都在帮助他
人。他与其他志愿者经常到空巢老人
家中打扫卫生，给老人讲解手机的使
用方法和如何防骗知识；遇到需要帮
助的流浪汉或生活困难的人员，他与
其他志愿者会给这些人员提供民政部
门捐赠的棉衣，还会泡一碗面让他们
吃一顿热乎乎的饭。

连日来，我市爱心助学会的志愿
者也非常忙碌，志愿者郭君宇、张玉
山、张朝霞、李娟等人利用休息时
间，先后走访了几十户家庭确定的资
助学生。目前，该组织资助的困难学
生有80余名，志愿者每个月按时给受
资助的学生汇款，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这些爱心志愿者，用自己的力量

去影响去改变社会，让生活更美好，
也让困难群体得到更多的帮助。前不
久，爱心联盟组织志愿者张春生、任
娟、李静、李湘、郭江莉等20余人到
各县（市、区）走访学生，用2天时间
走访了60多个家庭，对符合资助条件
的5名学生进行了爱心资助。

“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也
是社会的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完成学
业，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志愿者
张春生说。

目前我市的爱心志愿者团队很
多，每个团队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
河南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的张科老师经
常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市科技馆、市
图书馆、社区、医院等地，开展化学
实验科普、图书整理、信息咨询和中
小学生科技创新指导活动，用自己学
到的知识去影响学生，培养学生热爱
科学的兴趣，为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志愿者让冬日充满温暖
本报记者 赵改玲

不少人天天喊减肥，可你想过给快递包装“瘦”身吗？不
少人天天“买买买”，你可知道快递包装盒也是新的污染源吗？

适度包装有其必要性，能让商品在快递运输中避免损坏。
但从现实中看，里三层外三层、过多缠绕胶带、包装里塞满塑
料泡沫等问题，既为消费者拆快递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增加
了商家的经营成本，更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记者近日
采访了解到，我市快递包装还存在着包装过度的问题。

镜头一：市民韩旭是一位二宝妈妈，也是一位“网购达
人”。每周，她都会将快递包装盒暂时放到楼道口，经常是“堆
积如山”。

镜头二：市民张雨最近买了一个皮带，等皮带寄来后，让
张雨苦笑：一个小小的皮带，包装竟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大包装袋里套着小包装盒。

镜头三：解放区王禇街道新庄村一位80多岁的王奶奶，每
月光卖孙媳妇的快递包装盒就挣不少零花钱。可见，快递包装
有多“废”纸箱。

据《河南日报》报道：据统计，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
达 1000 亿件。按此核算，初步估算全年消耗编织袋 29.6 亿条、
塑料袋 82.6 亿个、包装纸箱 99 亿个、胶带 169.5 亿米、缓冲物
29.7亿个。就拿快递纸箱来说，按平均每个纸箱重0.1千克，生
产1吨纸需要20棵树来计算，一年的快递包装纸箱就要消耗近
3000万棵树。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好消息是，现正在快递行业流行的可循环快递包装也出现
在我市。

近日，记者采访多家快递网点发现，很多网点推出可循环
的快递包装。

在市站前路旁一快递网点，一工作人员正拿着一个旧箱子
在为快递包装。据该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消过毒的快递包装
盒，他们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推广可循环快递包装，受到了客
户的欢迎。

在山阳路旁一快递网点记者看到，这里有专门的“绿盒
子”，工作人员称这是公司统一配送的可循环包装盒，统一消
毒、统一标志，方便居民把一些快递包装箱进行收纳再反复利
用。

除了个别快递网点自觉为快递包装“减负”外，国家也
“出手”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近日消息，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电
子商务、快递业发展特点的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模式，
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家邮政局决定组
织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要求试点企业设计、推广一批使用方
便、成本较低、绿色低碳的可循环快递包装产品，同时提出推动在生鲜配送、散
货物流等场景中推广应用可循环可折叠快递包装、可循环配送箱、可复用冷藏式
快递箱，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泡沫箱等。

在人们越来越讲究绿色、环保、低碳的今天，快递过度包装就显得很“扎
眼”，人们为快递包装“绿”起来“瘦”下来操碎了心，纷纷支招。市民焦国兴
经常关注快递包装，他觉得让更多人接受可循环快递包装，首先一定要做好消杀
工作，让人用着放心。其次，快递公司能够做到回收纸箱、塑料薄膜等快递包装
物，做到回收再利用。如此，快递包装才能既做到绿色环保，又做到可循环再利
用。

循环共享、不产生垃圾，相信这样的
可循环快递包装将会越来越多，让我们共
同努力，拒绝快递过度包装，助力快递实
现绿色转型。

快
递
包
装
要
﹃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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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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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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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新教
师的业务能力，加快教师专业化
成长，近日，修武县第二小学开
展新教师展示课活动，共有16位
教师参加，南、北两个校区同时
进行。

新教师认真思考“双减”政
策下如何向课堂要质量，在各年
级分包领导的带领下，“青蓝结

对”师徒认真研读教材，精心设
计教学环节，并在教研组内进行

“ 三 研 三 磨 ”。 经 过 “ 三 研 三
磨”，该校16名教师在课堂上精
彩绽放，有的热情活泼，激情四
射；有的含蓄内敛，沉稳大方；
有的声情并茂、导入新课，引导
学生积极学习；有的巧妙利用多
媒体，点燃了学生的学习激情；

有的让孩子们静心思考，引导学
生分析……良好的个人素质、精
彩的课堂展示，赢得了听课教师
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此次活动，为新教师搭建一
个展示自我、交流分享的平台，
有效促进新教师的专业成长，提
高了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水平。

（李红霞）

修武县第二实验小学：新秀展风采 聚力共前行

在我市太行西路上白作街道
上白作村的西南角路北，有几家
村民没有开挖污水排放下水道，
任由污水排放到太行路上，造成
路面稀滑。给从这里经过的人们
埋下滑倒受伤的隐患。

以前由于气温较高，排放到

公路上的污水只是在机动车经过
时，通过车轮溅到行人和骑车人
的身上。如今天气越来越冷，排
放的污水会等致路面结冰，经过
的人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人和车滑
倒受伤。

每个人做什么事情，不应该

首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利益，应
当学会换位思考。当事者为了省
力、嫌麻烦，将污水排放到公路
上，妨碍他人行走或滑倒受伤，
是否合理、合规、合法？当事者
应为自己的错误做法感到惭愧并
立即改正。

多些换位思考好
□翟新全

为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
日，马村区委编办党员志愿者利用休息时间在
分包路段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受到了群众的广
泛赞誉。今年年初以来，该办党员志愿者共开
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85次。 魏 燕 摄

温书臣在对参加就业培训的残疾人学员进行专题心理疏导。 （市残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