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俊霞
和健康孩子相比，听障孩

子的成长过程充满了艰辛，还
给所在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2
月1日，记者采访召陵区启聪特
殊教育学校校长李博时，她谈
的最多的就是“愿意以自己的
努力，让这些特殊的孩子像健
康 孩 子 一 样 ， 享 受 快 乐 与 幸
福”。

2010年6月，李博从外地回
到漯河，在市残联康复中心做语
言康复训练老师。“我原来学习
的是手语，后来又接触到语言康
复训练，发现它对听障孩子们来
说是更好的交流方式，于是把自
己 的 专 业 发 展 定 位 到 这 一 领
域。”她说。

李博告诉记者，为听障儿童
植入人工耳蜗或者让他们佩戴助
听器，再对他们进行听力和语言
方面的训练，孩子们慢慢就能像
正常孩子一样学习和生活。在市
残联康复中心做教师的三年中，
李博一边学习，一边教孩子，慢
慢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
法，帮助不少孩子康复并进入普
通学校接受教育。

2013年，李博冒出一个大胆
的想法：自己办一家听障孩子康
复学校。2013 年 9 月，在市残
联、召陵区残联和召陵区教体局
的支持和帮助下，召陵区启聪特
殊教育学校正式成立。

学校成立后，学校师生比例
为1∶4，除了集体教学外，还开
展“一对一”单训课，大大提高
了孩子的康复效率。由于孩子们
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李博就通过
争取上级项目为孩子们植入人工
耳蜗，帮助他们减少家庭负担。
特别贫困的孩子，学校还让他们
免费入学。

“孩子在我们这里接受训
练，快的话不到一年就可以康
复，慢的话也就一年半左右。第
一批接受训练的孩子目前已升入
初中。”李博告诉记者。目前，
共有 180 名聋儿已在学校康复，
毕业后全部进入普通学校接受常
规教育。

李博说：“我们办学的宗旨
是‘帮助一个聋儿，幸福一个
家庭’。我们将不断提高教学
管理水平，帮助更多的孩子和
家庭。”

帮助一个聋儿
幸福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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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素莉
2019 年春节，全市人民除了吃美

食、逛商场、走亲戚、访友人、外出旅
游，还到电影院看电影，到市图书馆、
书店看书，到市博物馆看展览，过了一
个精彩的文化年。

2月5日是农历大年初一，下午6时
许，记者在辽河路丹尼斯6楼奥斯卡影
城售票处了解到，当日上映的《飞驰人
生》《新喜剧之王》《疯狂的外星人》

《流浪地球》《神探蒲松龄》《小猪佩奇
过大年》 6部影片在晚上9点以前都是

满场。一位男青年告诉记者：“今年的
贺岁片都很吸引人，《新喜剧之王》由
著名喜剧导演周星驰执导，《疯狂的外
星人》由宁浩导演与黄渤、沈腾共同打
造，《流浪地球》是中国科幻电影史上
的一笔浓墨重彩……精彩的电影给老百
姓的春节增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2 月 9 日是农历大年初五，记者在
市图书馆看到，一楼亲子阅览室、青
少年阅览室及二楼的借阅区都坐满了
人，大家认认真真看书，没有人聊
天、看手机。在亲子阅览室，一对夫

妇告诉记者：“市图书馆图书种类多，
亲子阅览室的书籍很适合小孩子看。
孩子才 8 岁，春节带孩子到图书馆看
书，希望孩子从小养成看书的习惯，
让书香陪伴孩子成长。”市实验中学的
一名学生把寒假作业带到了市图书
馆，她告诉记者：“这里很安静，我把
当天的寒假作业写完后就可以在图书
馆看书。我是个书迷，市图书馆书
多，春节期间也对公众开放，所以我
几乎每天都来看书。这个假期，我要
在图书馆过一把书瘾。”

记者了解到，市博物馆春节期间
也没有闭馆。2月9日，记者在市博物
馆看到“和韵华夏——中原音乐文物
瑰宝展”及“金猪拱福”新春生肖文
物图片展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一名
年轻人告诉记者：“这些展览为春节增
添了浓浓的文化味，让我们一睹中原
音乐文物的风采，学到了有关知识，
感受到了猪年春节的喜庆氛围。市博
物馆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但是这里
展出的文物我百看不厌。漯河的历史
文化让我很震撼。”

过一个精彩文化年

2 月 10 日，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了解到，春节期间，我市组织了丰
富多彩、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
动，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全
市游客接待总量和旅游综合收入实现稳
步增长，文化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文/本报记者 张晨阳
图① 2月5日正月初一，开源景区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姚 肖 摄
图②③ 2月5日正月初一，河上街民间
艺术表演精彩感人。

本报记者 胡鸿丽 摄
图④ 2月10日，市民在沙澧公园开心地
滑雪。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本报讯 （记者 熊勇力） 2
月5日农历己亥年正月初一，由
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文
明办、市教育局主办的暖暖新
年——第四届“读《论语》拜大
年”活动在人民会堂广场举行。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为了传
承中华经典文化，建设书香中
国、书香漯河，落实《全民阅读

“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升

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而特意
举办的。

当天上午，我市近300名学
生、学生家长及热爱传统文化的
人们相聚在人民会堂广场。他们
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稚气未
脱的少儿，大家共同拜圣贤，诵
经典。全体人员齐诵 《论语》

《大学》节选，并齐诵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第四届“读《论语》拜大年”
活动举行

③③

（上接1版）总结形成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的“十种模式”，辐射带动全县村级集体
经济提质提速发展，有力推动了全县“空
壳”村得到转化、弱村变强、强村更强，
大幅增加了集体收入，巩固了强村群体、
形成了强村梯队。

“村官”直审强监管。为切实加强对
村级集体经济的管理，保障群众切身利
益，该县依托“村官”直审平台，由纪
检、审计部门对全县367个行政村的财务
管理、“四议两公开一监督”、“三资管
理”执行情况等进行规范审计，并向群

众公示，既为没问题的村干部澄清事
实，保护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又对侵
害群众利益的村干部依法依规、从严从
重处理，全面净化村级经济监管、运行
环境。目前，367 个行政村已全部审结，
审计资金 5.37 亿元，移交问题线索 38

条，处理违规违纪人员24人。
目前，临颍县367个行政村有集体经

济收入的322个，村级集体固定资产超亿
元的村 6 个，年集体收入超千万元的村 8
个、超百万元的村 31 个，集体收入 20 万
元以上的89个、5万元以上的176个。

临颍：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全覆盖

（上接1版）不定期对企业安检机日常运行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全面组织开展企业安
全自查整改活动，2018年累计收到企业自
查报告156份，企业自行整改问题57项。

在精准扶贫方面，发掘资源、依托当
地、延伸服务，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农产
品上行，为农民增收开辟网络渠道：邮
政公司依托邮乐网、邮乐小店平台，使
临颍大蒜等农产品实现了线上销售；漯
河速尔快递通过服务乡村鸡毛寄递，累
计为郾城区龙城镇、新店镇销售鸡毛工
艺品价值约 0.5 亿元；韵达、圆通、百
世、申通企业豫南分拨中心有效解决贫
困人员就业400余人次。

在绿色发展方面，向全行业发出绿色
包装倡议书，引导全行业树立绿色发展意
识，主流快递企业电子面单使用率达95%
以上，有效降低了纸张消耗；韵达、申通
豫南分拨中心投入了自动化分拣线，百世
投入了暴风分拣系统，有效提高了分拣效
率，降低了单位能耗。同时，加大绿色可
循环包装应用推广力度，申通分拨投入可
循环环保中转袋5万条，韵达分拨、百世
分拨累计投入环保中转袋7万条……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

一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邮政快递服务
升级，重点做好邮政基础服务，持续推进
快递下乡工程，着力提升城区末端投递服
务水平，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

深入推进“邮政在乡”工程，实现了
邮政服务乡镇全覆盖，有力保障了群众用
邮权益。聚焦农村电商市场，依托邮政基
础网络优势，打造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发挥
便民、利商、通政的综合服务功能。推进

“快递下乡”工程换挡升级。邮政快递企业
加快建设乡镇快递综合服务站、农村快递物
流公共取送点，进一步延伸服务网络，提升
网络运营效率，增强服务能力。邮政快递乡

镇末端服务网点数量达到1551个。
借助完善的末端服务网络，目前我市

农村地区日均出口快件2000件左右，日均
进口快件 1.2 万件，逐渐形成了农副产
品、初级工艺品等网络热销产品，有力促
进了农民增收。

持续提升城区末端服务水平。累计建
成社区快递服务网点 54 处、高校末端服
务网点8处，为城区居民、高校师生提供
了快件暂存、收寄等多元化、个性化服
务，有效提升了快递服务体验。持续优
化城区投递车辆通行环境，城区600余辆
快递末端投递车辆统一装饰，行业形象
有效改善。

以邮政业转型升级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房屋因房产证丢失，我局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详见附表）。
有异议者请持书面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到临颍县行政

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审查手续，并提交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局将注销原房产证，颁发
新不动产权证书，原房产证作废。

姓 名 面积（m2） 坐 落 原房产证号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116.07 临颍县逍襄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30715013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221.69 临颍县逍襄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30715012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10014.49 临颍县逍襄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30715011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98.72 临颍县颍川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41225017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639.20 临颍县颍川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41225016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119.31 临颍县颍川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41225015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559 临颍县颍川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41225014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8967 临颍县颍川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3141225013

临颍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9年2月11日

该房屋因土地证丢失，我局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详
见附表）。有异议者请持书面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到临颍县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审查手

续，并提交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局将注销原土地证，颁发新不动产权证书，原土地证作废。
姓 名 面积（m2） 坐 落 原土地号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14646 临颍县新瑞路西侧、黄龙渠北侧 2014（0120）
河南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32752 临颍县颍川路南侧、新瑞路西侧 2012（0106）

临颍县不动产登记局 2019年2月11日

漯河市哈哈缘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钱珂琛，清算组由钱珂琛、郭泽宇、石旭组

成，请债权人于2019年2月11日（公司发布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5236911963

漯河市哈哈缘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1日

公告 临不动产公（2019）第00011号

注销公告

公告 临不动产公（2019）第0004号

●编号为 P411833657，姓名为郭俏墁，
出生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胡记娜丢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
款书（税务收现专用）［号码：（151）豫地
现契耕00463911］，声明作废。
●编号为D410344926，姓名为刘垌潼，
出生日期为2004年2月6日的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 月 5 日，在河上街受降广场，
个别孩子攀爬塑像。

本报记者 胡鸿丽 摄

①①

②② ④④

天气寒冷，不少人不小心着
凉了，一说话就嗓子疼。这该怎
么办？长期用嗓不当或过度用嗓
可导致声带频繁撞击、摩擦，产
生机械性创伤，使声带充血和水
肿，继而导致纤维组织增生等，
形成慢性喉炎、声带水肿、声带
肥厚、声带小结及声带息肉等良
性病理改变。

在此，给大家介绍几个嗓子
保健小妙招。

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平时
发声要适量，避免过度用嗓，减
少不必要的聊天、打电话等。

用嗓前后应多喝温开水，保
持咽喉湿润，用嗓后可自行用水
蒸气雾化吸入，也可自行对喉部
周围推拿按摩，放松喉部肌肉。

避免或少食刺激性食物。
注意饮食，避免或少食刺激性食
物、烧烤食品及过酸、过咸、过

甜的食品等。
戒烟酒。避免烟酒内有害物

质对咽喉、声带产生刺激。
规律生活，劳逸结合。避免

过度疲劳，保证充足睡眠。
避免受凉、感冒。平时注意

气候变化，适当增减衣服。
保持空气清新。保持工作及

居住环境的室内空气流通，尽量
少接触厨房油烟。外出时戴口
罩，少去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多运动。加强锻炼，提高身
体免疫能力，扩大肺活量，增强
发声器官的活动能力。

人民网

保护嗓子有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