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模情怀

我是焦富鸿，在金康护理院
工作。我们单位是一家医养结合
的机构。王卫峰院长经常告诫我
们：“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替天
下儿女尽孝，帮天下父母解难，
为政府和社会分忧。”他的一言
一行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

2013年夏天，护理院来了一
名特殊的老人，有脑梗塞后遗
症，下肢僵硬，臀部和髋部四度
压疮，老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需每小时或半小时翻身一次。为
了保持身体下部干燥，避免压疮
感染，我每次都把饭菜端至床前
喂到她口中，像抱孩子那样把她
大小便。在医生、其他护理员和
我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一个月，
老人屁股上长肉了，肤色也红润
了，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子
女们每次来看望，见老人病情在
一天天好转，非常感动，逢人就
称赞说把老人交给我们放心，还
三番五次买东西表示谢意，都被

我们婉言谢绝。如今，老人压疮
早已痊愈，一直生活在我们这
里。

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中，我
们的护理团队曾为 120 多位老人
进行长达五年的入户服务，包括
日常生活照料、陪同就医、康复
护理、协助洗浴、心灵慰藉等项
目，深得老人好评。有一位下肢
瘫痪的老人，因为住在楼上，子
女不在身边，连续几年从未下过
楼，一个人孤独寂寞，提起来就
泪流不止。自从我们为老人提供
居家服务之后，老人算是找到了
依靠，不但不再寂寞，而且生活
也得到了全面照顾，逢人就夸，
见面就抓着我的手“闺女、闺
女”地喊个不停……

有一位失智阿姨，刚来时，
食物放在眼前，只会茫然地看着
我，不知道拿勺子吃。我便坐在
她对面，教她怎么拿汤勺、怎么
拿食物、怎样放于口中……经过

一段时间的练习，她有所改善，
现在，我将食物分好给她，她能
自行吃饭。看到老人的这些改
变，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

2017年，我参加全国养老护
理技能竞赛决赛时，一道题目是
这样的：许大爷87岁，左侧肢体
偏瘫，经过康复老师一段训练
后能够掌握基本生活技能。一
天早上，在床上，因为穿衣服
的事儿，发了火，正跟护理员
小南闹脾气。请你作为一名高
级护理员，给老人做心理疏导
并教会护理员小南为老人做穿
脱衣训练和轮椅转运等一些基
本操作技能。

这些如果只有理论而没有实
践，可能就不会做得那么顺手，
说和做就会脱节。而我是从养老
一线做起的，在日复一日为老人
服务中，掌握了全面的护理知
识，摸索出许多实操技能，这是
我的优势。比赛结束后，评委老

师们评价说，我一上手做，就看
出我有很强的护理技能，就能看
出我的优势在哪里。甚至有一个
评委老师竟然跟我说非常佩服
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那次
全国养老护理技能竞赛中我夺得
冠军。

说句实话，养老行业这份工
作很辛苦。我们的院长常教导我
们：简单的事重复做，重复的事
坚持做，只要用心去做，坚持做
下去，总会有成绩。在养老服务
中，干自己喜欢干和愿意干的事
情，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是

我人生最大的乐趣。而我无怨无
悔的付出也得到了认可，2018年
4 月，我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善待
老人的今天，就是善待我们的明
天。”百善孝为先，孝是和谐的
基石。随着医养结合事业的快速
发展，养老护理队伍也会不断壮
大，待遇也会越来越好，养老护
理工作将会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与尊重。希望会有更多年轻人参
与进来，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收
获。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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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通 讯 员 王炜珂

1月9日，气温骤降，我市迎
来了新年的第一场雪。

当许多人因为刮风下雪躲进
了温暖的房间时，在市区建设路
建西社区二针家属院，有两个人
顶风冒雪来到了闫秀珍老人家
中。

“大娘，您身体还好吧！屋
里暖和不暖和？米、面、菜都准
备得充足吧？”……“哎呀，是你
们两个呀！快进屋暖和暖和。”75
岁的闫秀珍看到眼前的两个年轻
人，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她
嗔怪地对两个年轻人说，“这么冷
的天，没啥事就不用跑过来了，
即使有事儿打个电话说说都中！”

闫秀珍老人眼前的这两个年
轻人，是我市“12349”居家养
老信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李闯
和炜珂。

寒风凛冽，雪花纷飞，是
老年人突发状况较多的节点，
也是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心中最不安的时候：闫

秀珍老人家住三楼，楼梯上有
冰雪时会不会滑倒？儿女不在
身 边 ， 此 刻 老 人 会 不 会 更 孤
独？老人生活咋样，这几天身
体还好吗？……在责任感的驱
使下，带着这些生活中的细节
问题，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挨个看望了服务的所

有独居老人。
闫秀珍老人对李闯和炜珂

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不缺吃
穿，就缺少说话解闷的人。你们
来了能陪我唠唠，有啥不开心的
事我还能给你们说说。现在党和
政府的政策真好，这么关心我们
这些老年人。”

“人到老年后，大都感觉同
龄人越来越少，说知心话的人也
越来越少，儿孙又不经常在身边
的老人更寂寞，有时候自己的喜
怒哀乐无处表达、无处诉说，工
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能经常去看
望他们，陪他们说会儿话聊聊
天，老人们就会很开心。” 李闯
告诉记者，他们的职责就是深入
社区，上门探访独居老人，详细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活动
情况、孩子看望的频率、老人对
养老方面的需求等，尽自己最大
的能力为独居老人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

目前，我市老龄化队伍日益
庞大，如何解决独居老人生活不
便、情感孤独、急需照顾等实际
困难，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
题。自2018年起，市民政局将关
爱独居老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中，通过对外公开招标确定优
质的服务商。漯河市“12349”
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中标，具
体实施关爱独居老人线上线下的
探访服务项目。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探访服务以利他主义为主
导，秉承“助人自助”的社会工
作理念，帮助社区独居老人提高
安全保护意识，辅助增强老年人
的社区融合意识，营造互助互爱
的社区生活氛围。

目前，我市民政部门为源汇
区、郾城区、召陵区城区内的所
有独居老年人提供生活状态跟踪
服务，记录独居老人的身体情
况、精神状态，为独居老人生活
安全保驾护航。

“关爱独居老人时，我们
要记录他们的生活动态，掌握
独居老人的实际需求以及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合出相应
的服务方案，使社工服务落到
实处。”市民政局独居老人项目
负责人说，服务人员还建立了
独居老人社会支持网络，挖掘
服务对象潜能，组织生活能力
较强的独居老人成立志愿者队
伍，增强其参与社会事务的能
力，让他们在老有所依、老有
所靠中安享晚年生活。

关爱独居老人 尽一份“孝心”

服务人员在与独居老人聊天。

2018年，市财政局实行精
细化管理，规范市直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出租出借行为，有效
防止腐败行为，增加了财政收
入。全年市直单位出租房屋租
赁权公开拍卖增值148.3万元。

开展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房
地产出租出借情况调查，发现
69 个单位存在出租出借情况，
其中行政单位18个、事业单位

51 个 （学校 20 个），出租面积
16.3 万平方米。理顺行政事业
单位房地产对外出租出借公开
竞价的程序，制订出租出借核
准表及出租出借程序。2018
年，市直10家单位到期出租房
屋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成交
价 417.5 万元，较评估价增值
148.3万元。

张洪克 王 鹏

市财政局

规范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房地产出租出借行为

本报讯 （记者 刘 丹）
2018年以来，市水利局深入开
展脱贫攻坚，认真落实行业脱
贫政策，抓好结对帮扶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局领导多次带领单位中层
以上干部到结对帮扶村——
舞 阳 县 辛 安 镇 刘 庄 村 调 研 ，
开展精准扶贫，与 7 户贫困家
庭一对一结成帮扶对子，明
确两年内彻底解决他们的脱
贫问题。积极协助刘庄村与
省农科院对接，引进、种植
了 50 多亩优质高产红薯，年
生产红薯粉条 2 万多斤；协调
资金二十多万元建设 2000 平
方米全自动温棚，这两项预

计全年可为村里创收 16 万余
元。筹措资金 1.5 万元慰问贫
困家庭，积极开展衣物捐赠活
动，为贫困户送去了 400 多件
衣服。协调、筹措资金60多万
元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
提升道路、公厕等基础设施，
为村里配备了环保垃圾箱及电
脑、打印机、空调等设备。如
今的刘庄村环境整洁，生产生
活设施健全，养殖种植业蓬
勃发展，村民文明有礼，文
体活动丰富多彩，群众的生
活质量、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近日，市水利局被评为我
市 2018 年度结对帮扶先进单
位。

市水利局

结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市史志档案局紧紧
围绕全市机构改革工作大局，
扎实做好机构改革档案处置工
作，确保机构改革中档案的完
整与安全。

积极跟进，迅速反应。全
市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刚
刚启动，该局就第一时间对涉
及改革单位进行调查摸底，印
发《漯河市史志档案局关于做
好推进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改
革中有关单位档案处置工作的
通知》，指导改革中档案的处置
工作，有力保障了改革的顺利
推进。

主动融入，深入调研。该
局作为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抽调业务骨干参与
机构改革全过程。本次机构
改革涉及单位多，档案的处
置工作较为繁杂，业务指导
人员做好前期调研，理清思
路，多次研讨，做好档案处
置工作预案。

扎实指导，妥善处置。该
局印发《关于做好机构改革中
档案处置工作的通知》至涉及
机构改革单位，对全市做好该
项工作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张艳艳

市史志档案局

做好全市机构改革档案处置工作

1 月 11 日上午，中原银
行漯河分行相关负责人受邀
做客漯河广播电台特别节目

《支持小微、民营企业，漯河
金融在行动》，向社会公众介
绍本行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举措，共
同探讨如何破解民营和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为地方经济发展助力。

节目访谈中，中原银行
漯河分行相关负责人紧紧围
绕怎样切实减轻民营和小微
企业负担等大家关注的难点
和痛点等问题，结合本行业
务发展实际，分别就目前金
融行业在支持小微和民营企

业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中原
银行漯河分行的减费让利惠
民举措、为小微企业量身定
制的创新产品和便民服务、
服务地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
特色优势等内容为听众作了
详细介绍。

作为我省唯一一家省级
法人银行的分支机构，中原
银行漯河分行将一如既往地
加大普惠金融扶持力度，为
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高效、
优质的金融服务，有力支持
漯河实体经济发展，为推动
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王克辉

加大金融扶持力度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中原银行漯河分行相关负责人参加电台访谈节目

入冬以来，源汇区文物管
理所集中开展了文物安全检
查，对全区省、市、县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消防安全
情况、野外文物安全、建筑工
地违反相关规定施工情况、古

遗址地上和地下的安全状况进
行专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
隐患，能立即整改的现场督促
整改，不能整改的督促其制订
整改方案和有效措施限期整
改。 赵瑞芳

源汇区文物管理所

开展文物安全检查

1月15日，开源景区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彩灯节。据悉，本届彩灯节以“金猪闹新春 欢乐过大年”
为主题，将于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九在神州鸟园展出。 本报记者 姚 肖 摄

近日，市人社局代表队在以“建设法治人社，提升法治素
养”为主题的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法治知识竞赛决赛中，荣
获二等奖。 张 鹏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志强） 1
月 15 日上午，市信用办举行

“信用漯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知识有奖答题活动颁奖仪式，
标志着此项活动圆满结束。

为加快推进我市国家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进一步弘扬诚信文化，
2018 年 12 月 12 日，由市发改
委、市信用办主办，中国移动
漯河分公司协办的“信用漯
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知识有
奖答题活动启动。

历时一个月答题后，市信
用办于2019年1月14日进行了
现场抽奖。为保证活动公平、
公开、公正进行，获奖名单由

计算机随机抽取产生，抽奖过
程进行了全程录像。在答题得
分100分者中抽取一等奖1名、
二等奖3名、三等奖9名；在答
题得分在80分及以上参与者中
抽取幸运奖3000名。颁奖仪式
上，对获一、二、三等奖的人
员进行了奖励。

通过开展此次有奖答题活
动，进一步提升了公众信用
意识，有效提高了社会信用
体 系 建 设 的 知 晓 率 和 参 与
率，为深入落实新时代漯河
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
作布局，全面推进“四城同
建”，营造了良好的知信、用
信、守信氛围。

“信用漯河”知识
有奖答题活动圆满结束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于1月
14 日在北京举行的 2018 中国慈
善年会上介绍，截至2019年1月
11 日，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
织达 81 万多家，认定登记的慈
善组织有5355个。

此外，2018 年上半年，我
国网络慈善的参与人数达到35.7
亿人次，一些慈善组织的网络募
捐已经占到捐赠总收入的80%以
上，我国已成为全球网络慈善事
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018 中国慈善年会由中国
慈善联合会举办，旨在纪念改革
开放 40 周年，总结、回顾慈善
事业的历史成就。来自主管部

门、社会组织、高校等各界近
300名嘉宾围绕“慈善与改革开
放”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并对
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高晓兵在致辞中表示，改革
开放 40 年，我国走出了一条改
善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的中
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之路。总结
经验，党的领导是慈善事业发展
的根本保证，完善的法规政策是
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不断
改革创新是慈善事业发展的不竭
动力，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是慈
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高晓兵说，慈善力量要拿出
舍我其谁的干劲、敢为人先的闯

劲、坚韧不拔的韧劲，推进脱贫
攻坚伟大事业。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福清表示，作为慈善行业
的联合性、枢纽型组织，中国
慈善联合会下一步将加强党建
引领，在脱贫攻坚上引导、支
持更多的慈善资源和慈善组织
参与精准脱贫。同时加强行业
自律，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
做好民政部委托的社会组织第
三方评估工作，继续开展更加
实 用 、 更 具 针 对 性 的 培 训 项
目，以职业化、专业化促进慈
善组织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我国已有认定登记的慈善组织535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