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友杰，男，汉族，中共党员，
1971 年出生，1995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
漯河市技工学校 （现升格为漯河技师
学院） 工作至今；本科学历、高级实
习指导教师、维修电工技师，一体化

“双师”型教师，电子电工专业学科带
头人，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聘为
研究生合作导师。

他 多 年 在 职 业 教 育 一 线 工 作 ，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积极探索
创新教学方法，注重新技术的学习
和研究，教学效果显著；曾主持设
计自主开发的电工电子实习设备多
台。

作为一体化教学改革核心成员，他主持制订了漯河技师学院电气
工程系一体化改革方案，规范了电气自动化、电子、制冷专业的工学
一体化课程标准，撰写并出版了《电子技术与技能》、《复杂电子电路
（单片机）的装调与检修工学一体化工作页》等教材，近几年在国家
及专业核心杂志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多篇。

他2009年荣获学校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漯河市教学教研先进
个人称号，2011年获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2013年获漯
河市优质课一等奖、优秀课件一等奖、优秀论文一等奖、市科学技术
优秀成果一等奖、市职工优秀创新成果优秀奖；2014年获市政府科
技成果三等奖；2015年获河南省制冷与空调安装与调试竞赛教师组
个人二等奖、河南省制冷与空调安装与调试竞赛优秀辅导教师奖；
2016年获河南省制冷与空调安装与调试竞赛优秀辅导教师奖、漯河
市优秀教师等荣誉。 顿峰涛 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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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鹤琦
实 习 生 李 昂

当全市环保攻坚的劲风吹
遍沙澧大地，西城区阴阳赵镇
也在悄无声息中美丽变身“加
速度”。眼下的阴阳赵镇，镇区
各处环境整洁、空气清晰，群
众着实尝到了环保攻坚的甜
头。作为全镇环保攻坚带头人
之一，阴阳赵镇创卫办主任赵
兵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实际行
动，敢担当、干民盼、打头
阵，尽心尽职保碧水蓝天，为
建设干净、宜居、幸福的美丽
阴阳赵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阴阳赵镇地处西城区和舞
阳县交界处，一头连着城市，
一头连着农村，是城与乡的

“纽带”和“黏合剂”，环保攻
坚任务艰巨。赵兵迎难而上，

奉行这样一句话：“关乎群众利
益的事，关乎西城区、乃至全
市环保大局的事儿，再难再繁
琐也都要干好。”这是他对自己
工作的要求，也是他对阴阳赵
众多群众的一份责任。

在分包治理“金巨基”商
砼搅拌站工作中，根据上级环
保部门的要求，在时间紧、任
务重、标准高的情况下，赵兵
充分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在企
业基础条件差、生产经营困难
的情况下，动员企业拿出十多
万元进行环境达标升级，并亲
自入驻企业，与企业员工一同
劳动，一起整改，督促并帮助
企业按时圆满完成了整改任
务，赢得企业负责人的高度赞
扬，在市环保专项督查评比
中，取得了全市第四的好成绩。

在市环保部门开展的“五
大污染”围城工作中，赵兵积
极协助其他班子成员开展“养
殖围城”治理。工作中，他主
动作为，敢于担当，经常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连自己
都怕了，谁还敢干事？”大到全
镇养殖场现状，小到各村养殖
场点具体分布，赵兵都了然于
心，先后对禁养区内的57家养
殖户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清空、
搬离。同时，他努力做好养殖
户的思想工作，确保养殖户思
想稳定，积极配合党委、政府
的工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阴阳赵镇“养殖围城”治理工
作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按照阴阳赵镇领导班子分
工，赵兵主要分包全镇的“创
卫”工作。他兢兢业业打理好

自己的“责任田”，为美丽阴阳
赵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和探
索。在多次深入走访调研基础
上，他合理分配各个行政村垃
圾箱、垃圾桶，给广大群众处
理生活垃圾提供便利条件；做
好垃圾清运工作，日产日清，
及时将生活垃圾清运至垃圾
站，协调市环卫处安排车辆及
人员将垃圾清运至垃圾处理
厂；做好各村环卫人员的管理
工作，不定期对镇村保洁情况
突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
环卫人员处理；定期对各村环
卫人员进行评比，对表现比较

突出的环卫人员给予一定奖励，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如今，阴阳赵镇保洁水平明显提
升，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美丽阴阳赵建设只是第
一步，绝不能‘应个景’‘一阵
风’，给群众‘留话柄’，形成
长效机制最重要。”面对干净整
洁的新家园，赵兵还有更长远
的打算，他将从自我做起，利
用多种渠道，想多种办法，广
泛发动全镇群众参与，形成家
家户户齐上阵、干群一心建新
村的浓厚氛围，做好美丽阴阳
赵忠诚的“守护者”。

尽心尽职保碧水蓝天
——记西城区阴阳赵镇创卫办主任赵兵

《管子·水地》 曰：“人，
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
形。”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
自然资源，世界上每一个人类
文明，无不起源于大江大河。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与空气、
食品是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三大
要 素 。 人 体 内 50% （女） 到
60%（男）的重量是水分，儿童
体内的水分多达体重的 80%。
为了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成
人每天必须饮用4～6升水，儿
童必须饮用3～4升水。人一生
需要喝掉 152 吨水 （平均按 70
岁计算）。离开水人的生命无法
维持。

水是农业的命脉。水分是
农作物体内的重要组成物质之
一，达体重的60%～90%。农作
物制造 1 克干物质需要 200～

900克水分。缺水干旱是目前全
世界制约农业生产的主要限制
因素之一。

水是工业的血液，现代化
工业离不开水。生产一吨钢需
要十几吨水。化工、煤炭、造
纸、纺织行业均需要大量的水
分。水资源短缺同样是制约现
代化大型工业格局的形成及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球上的
水圈与大气圈和土壤圈构成地
球的生物圈，没有水，生命不
能维持，生态系统不能运动。
水是生态系统中生命必需元素
得以无限运动的介质，没有水

循环也就没有生物地化循环，
万物失去生机，地球和太空中
许许多多的星球一样无法生命
存在。许多人有一种错觉，认
为水是取之无穷、用之不竭
的，其实不然。世界许多地区
缺水现象愈加严重。在上个世
纪80年代中期非洲出现了历史
上罕见的大旱灾，埃塞俄比亚
由于干旱无雨，禾苗枯死，土
地龟裂，成百万人逃离故土。
据统计，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缺水，严重缺水的达四十多
个。联合国早在 1977年2月即
向全世界发出警告：“水不久将

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危机,石油
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便是
水。”我们国家水资源的总量排
在世界上第6位，但由于人口众
多，人均水资源量排在第 88
位，是一个水资源比较贫乏的
国家。尽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
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 等法律法规都已颁
布执行，但很多人的水资源危

机感和保护意识还很淡薄，很
多厂矿企业只顾眼前利益，至
今还将大量未经任何处理的污
水直接排放到河流中，造成更
多的水资源受到污染，直接危
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
节水意识很淡薄，不仅浪费水
资源很严重，而且往往出于局
部利益，将大量的污染物直接
排放到环境中，使本来有限的
水资源受到污染，加剧了水资
源短缺的矛盾。

我 们 的 祖 先 为 我 们 留 下
了美好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
物质资源，我们更应该珍惜
人 类 赖 以 生 存 的 物 质 财 富 ，
提高全民的节水意识，保护
水资源。

市环保攻坚办

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

视点·新闻

电子电工专业学科带头人程友杰

1月20日，市烟草局为联系扶贫帮扶村舞阳县九街镇吕湾村的68
户贫困户送去米、面、油，并开展写春联、照全家福活动。

陈启强 摄

连日来，源汇区文化旅游局发挥廉政文化示范引领作用，组织演
员编排《六尺巷》等廉洁文艺节目，深入基层连续开展“幸福源汇，
廉洁新春”演出，在为城乡群众送上丰盛文化年货的同时，广泛传播
廉洁自律、清廉持家理念。 尤亚辉 摄

本报讯（记者 周鹤琦 通
讯员 刘淑香） 1月份以来，为
让全市困难职工群体过上温暖祥
和的幸福年，我市各级工会多方
筹措资金，深入开展“送温暖”
活动，积极走访慰问劳动模范、
困难职工、一线职工和农民工，
尽全力帮助职工解决工作和生活

上遇到的实际困难，为他们送去
党和政府、工会组织的温暖。

据了解， 全市工会2017年
“两节”送温暖活动拉开序幕以
来，为713名国家、省级、市级
劳模发放慰问救助金 106 万元；
通过工会会员卡为全市 1181 名
在档困难职工发放救助金130万

元 ； 慰 问 困 难 出 租 车 司 机 40
人， 共计发放慰问金 3 万元；
走访慰问贫困户、结对帮扶困难
群众，发放慰问金5万元；对环
卫工、一线民警发放慰问金1万
元。

同时，县区工会也积极行
动，把慰问救助延伸到每一个困

难职工。源汇区工会对全区在档
的792名困难职工每人发放补助
金516元，并对辖区贫困户进行
入户慰问，送去大米、面粉、食
用油和慰问金。召陵区总工会为
全 区 460 名 困 难 职 工 发 送 米 、
面、油、粉条等慰问物品，折合
帮扶资金 27 万余元，切实把党

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个困难职工
的心坎上。舞阳县总工会共筹措
各类帮扶救助资金 50.34 万元，
为600名困难职工、农民工送去
了工会组织的温暖……

截至目前，各级工会共筹措
慰问救助资金上千万元，把对困
难群体的关爱传递到每个角落。

全市工会组织

千万元救助金发放给困难职工

近日，由中国国际电子商
务中心、漯河市人民政府和清
华大学紫荆控股有限公司主办
的河南省大学生网络游戏设计
创业大赛初审工作在清华科技
园圆满落幕。

本届河南省大学生网络游
戏设计创业大赛由源汇区人民
政府、漯河市紫荆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奇虎 360、乐道
互动、视博云等科技公司协
办，旨在引导和鼓励大学生进
行自主创新，挖掘网游策划设
计人才，推动全省网游产业发

展。大赛主要面向河南省内所
有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大赛获
奖的优秀网络游戏，将由协办
单位提供总计不低于1000万元
的创业基金，扶持入驻漯河紫
荆科技创新园，进行项目创业
孵化。

大赛于去年9月启动，活动
的启动标志着清华大学紫荆
（漯河）科技创新园项目成功进
驻漯河沙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这是该区去年招商引资工
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活动
启动以来，省内外高校师生热

情参与，共有近百支团队报名
参加。全体评审专家和工作人
员严守大赛规则，认真组织评
审，确保大赛公平公正、井然
有序进行。经过现场十几位游
戏开发及运营领域专家对近百
个参赛作品的认真评审，来自
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30
支学生参赛团队脱颖而出，进
入下一轮比赛。大赛主办方将
为初赛入围者提供一笔项目研
发基金，并将对在报名中表现
积极的学校、老师或团体给予
表扬。 王会锋 魏治国

河南省大学生网络游戏设计创业大赛
初审圆满落幕

春节临近，市行政服务中心派驻第一书记到召陵区老窝镇果园
村和青年镇裴王村，向22户困难群众送去价值万余元的慰问品。

罗小乐 摄

日前，源汇区干河陈乡开展“贴春联、扫庭院、送祝福”迎新春送
温暖志愿活动，为全乡的低保户、五保户、80岁以上老人贴春联、打扫
卫生，同时向广大群众宣传禁放烟花爆竹政策。 王 升 摄

1月24日，源汇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带着灯笼、春联等，到结对帮扶村大刘镇徐庄村慰问，
为村里营造浓浓的节日气氛。 王会锋 摄

为让群众过上一个祥和、愉
快的春节，日前，郾城区龙城镇
党委、政府组织开展春节慰问
活动，为贫困户、困难党员、离
休老干部等送去了新年祝福，送
上党和政府的关怀。

精心部署，集中慰问贫困
户。为把慰问工作落到实处，该
镇严格按照当前精准扶贫相关政
策的规定，精心组织，明确责
任，由班子成员带队，分4个片区
组成慰问组，深入各村为贫困户
发放慰问资金，亲自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户、送到人、送到心。

排查摸底，帮扶党员保实
效。该镇以慰问活动为契机，深
入开展调查走访，对各村的困难
党员进一步调查摸底，积极帮扶

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春节慰问
金。同时，镇党委印制了 2000 余
份新春对联，深入基层，发放给
各行政村、镇直单位的党员同
志，在慰问的同时主动帮助他们
张贴春联。

加强沟通，走访慰问送关
怀。春节前夕，该镇还组织机关
干部走访慰问离休老干部，带去
米、面、油等慰问物品，每到一
户都嘘寒问暖，详细了解离休老
干部的生活现状，并向他们送上
节日的问候。

截至目前，该镇共慰问贫困
户 128 户、困难党员 60 余人、离
退休老干部 70 人，累计发放慰问
资金13万余元。

曾 峥

郾城区龙城镇

多措并举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