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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小区，有人毁绿种菜。 燕山路与洋河路交叉口向北约200米路东，
井盖缺失。

源升小区，有人私装地锁。 沙北路与崂山路交叉口向西约20米，路面
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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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丽霞
“感谢好心人帮忙，为妈妈及时

送去了手术材料。”11月23日，市
民王女士对记者说，多亏了召陵区
邮政物流业服务中心的贴心服务，
解了母亲的燃眉之急。

11月21日上午8点，召陵区邮
政物流业服务中心办公室接到一个
来自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紧急电
话。原来，一名54岁的女性患者因
小脑大量出血压迫脑干，并梗阻性
脑积水，生命垂危。因疫情影响，
该患者家人寄递的手术材料滞留在

顺丰速运漯河东城中转场无法及时
送达郑州。

了解这一情况后，接线员周家
乐立即汇报给中心领导。该中心负
责人当即联系顺丰速运漯河东城中
转场负责人协调处理此事。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情况下，顺丰速运漯河
东城中转场6名工作人员在数万件
待转运的包裹中找到了王女士的包
裹。随后，召陵区邮政物流业服务
中心协调车辆，第一时间把包裹送
到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为抢救患
者赢得了宝贵时间。

■李 丹
爱心企业帮忙，十亩白菜卖光。

11 月 21 日，本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
到，漯河市尔得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帮助西城区阴阳赵镇水坑赵村种植户
赵广印把近期成熟的十亩白菜全部卖
完了，帮他渡过了难关。

11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农业农
村频道以《河南漯河：线上线下发力
生菜卖得快》为题，报道了我市市场
监管局帮助郾城区裴城镇蔬菜种植户
李亚果卖菜的事。市市场监管局不仅
通过该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服务企业
群发布求助信息，还联系大张超市、

老陕西烩面馆、刘小果水果超市等，
迅速建立起线上线下销售网络。同
时，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在市区开设
了 40 个爱心助农公益售卖点。部门、
企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第一
时间动了起来，通过团购、爱心赠送
等形式帮菜农销售蔬菜，解群众燃眉
之急，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近日，为更加精准地助农纾困，
省政府召开专门会议，印发《关于开
展蔬菜促销工作的通知》，出台了蔬菜
促销10项措施，及时有效、妥善应对
蔬菜产销不畅、流通受阻、价格异常
波动等问题。我市成立工作专班，下

发漯河市蔬菜促销工作方案，迅速排
查全市蔬菜销售困难情况，全市各县
区广泛发布蔬菜促销助农热线，及时
发布信息，联系助农协会、商超、房
地产商、社区团购组织等帮助卖菜。
市委网信办、漯河市互联网行业党委
发起“爱心助农 e起行动”网络公益
活动，漯河日报社积极加入河南日报
社发起的“百家媒体聚力河南公益助
农”大行动，各行各业发挥自身优
势，共同搭建起信息共享的供销互助
平台，最大程度动员各方力量共渡难
关。截至11月22日，全市前期滞销蔬
菜已全部卖光。

漯河是一座有大爱的城市，无论
是防汛救灾、抗击疫情，还是志愿服
务活动、爱心助农行动，大家都展现
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情
怀，用赤诚的心温暖他人，也温暖了
这座城。在这场爱心助农活动中，大
家奔波呼吁，主动采购，积极推销，
慷慨解囊，线上线下齐发力，凡人善
举暖人心。虽然冬季气温持续下降，
但爱心汇成阵阵暖流，让广大菜农深
深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与关
怀。

爱心助农 情暖寒冬

■本报记者 朱 红
连日来，记者收到一些爱心企

业和爱心人士的捐款。他们纷纷表
示要支持“暖冬行动”。

河南腾飞房产经纪有限公司陈
鹏飞捐出 3000 元说：“我们想为

‘暖冬行动’尽一点微薄之力。只要
有需要，我们会一直支持下去。”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爱心人
士捐出2000元后说：“只想为那些
有困难的人送上温暖。”

爱心人士春哥捐了300元，爱
心人士李新友捐了100元，学生于
郑宝捐了100元。漯河公益志愿者

团队志愿者海子、杨惠越、繁城洪
家五香牛肉小宝分别捐了100元。

普惠学前教育 惠及更多孩子 踊跃捐款 支持“暖冬行动”

我市持续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已救助27名流浪乞讨人员

齐心伸援手
助农销售忙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11月
23日，记者了解到，11月4日我市
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以来，市救助站已经救助27名生活
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不利
影响，全力保障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
人员安全过冬、温暖过冬，在市民政
局统一安排下，市救助站科学调配，
加大巡查力度，加强部门联动，持续
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
确保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时
有效救助。

市救助站每天组织人员、车
辆在生活无着人员可能露宿的车
站广场、地下通道、在建工地、

城乡接合部、桥梁涵洞等地开展
细致摸排，发现有流浪乞讨人员
及时接到救助站进行救助。对不
愿意到救助机构的流浪乞讨人员
提供必要的食品、衣物、保暖用
品和防疫物资。据统计，开展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以
来，市救助站共劝导流浪乞讨人
员35人次、救助27人，发放各种
物品43件（套）。

市救助站负责人表示，随着天
气逐渐转冷，他们将加大夜间、雨
雪天气等时段的巡查力度，扩大巡
查范围，提高巡查频次，延长巡查
时间。市民如遇到流浪乞讨人员，
可拨打救助热线3136352。

急送手术材料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大家仔细看，苹果切开后是什么

样子。”11月17日上午，在召陵区区直
幼儿园东区的教室内，30名孩子在老师
的启发下，积极回答问题。

教室外面的活动场地上，孩子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一个接一个地穿越障
碍，勇敢地挑战自我。

在这所幼儿园上学的彤彤的妈妈满
怀喜悦地说：“我家就住在幼儿园北边
的小区。今年8月初，我还在发愁孩子
上幼儿园的事。没想到，8月底，家门
口就有公办幼儿园了。”

“这所幼儿园是召陵区在一所回购
的私立学校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公办幼
儿园。我们有信心把该幼儿园打造成我
市一流的幼儿园。”召陵区教育局基教
股股长李建岭告诉记者，附近社区多，
幼儿园不能满足市民需求。为了让更多
孩子享受到普惠学前教育，召陵区委、
区政府在新建公办幼儿园的同时，于8
月底收购一所私立学校改建为召陵区区
直幼儿园东区，随即进行招生。9月初
招了8个班，招收幼儿227人。明年招
满后，可以招收28个班840名幼儿。

随后，记者来到召陵区万顺街，走
过弯弯曲曲的街道，在这片老居民区深
处，一所漂亮的幼儿园出现在记者眼
前。

李建岭向记者介绍，这所幼儿园的
场地原来是一座闲置校舍，后被其他单
位租用。今年上半年，召陵区政府决定
恢复这所学校的功能，在缺少幼儿园的
这片老城区，改建成公办召陵区区直第
二幼儿园，让老城区的孩子们不用跑远
路上幼儿园。

学前教育普惠扩容是一项重要民生
工程，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是破解

“入园难”“入园贵”难题的有效途径。
2022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学前教
育提质扩容普惠工程，并将公办幼儿园

建设纳入市定民生实事，新建、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39所。其中，新建
12所、改（扩）建27所，新增学位1万
余个。一年来，市教育局全力推进公办
幼儿园建设，坚持“目标化”引领、

“清单化”管理、“数智化”监测、“精
准化”督办，多措并举、靶向发力，全
力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落地落实落细。
截至目前，我市今年新建公办幼儿园中
有5所投入使用，6所主体完工正在进
行内部装修装饰，1所在建。改 （扩）
建公办幼儿园中有23所投入使用，4所

主体完工。
据了解，为保障39所公办幼儿园

2023年春季顺利招生，市教育局印发了
《关于做好39所新建、改（扩）建公办
幼儿园2023年春季招生及办学保障的
通知》，要求至2022年年底，全面完成
39所公办幼儿园硬件建设、师资培训、
设施设备购置、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
设、招生方案制定等工作，切实保障
2023年春季顺利招生并投入使用，助推
我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发展。争取
到2023年，全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达到50%，提前两年完成国家、省定目
标任务。

■本报记者 张丽霞
“这几天，我们打算采购几万斤萝

卜，帮助农户销售。”11月 23日上
午，在郾城区李集镇郭东村菜农郭青
山家的萝卜地里，我市一直播团队负
责人“石头哥”告诉记者，他将通过
线上线下共同销售的方式，帮助菜农
尽快把萝卜销售出去。

“我家今年种了20亩萝卜。这几
天，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卖了一
半，地里还有一半。”郭青山说。

“我们打算通过直播的方式，
号召餐饮界朋友集中采购。”“石
头哥”说，有需要萝卜的市民也
可以到交通路亚细亚大酒店门前
购买。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明天早上，附近的老人、环

卫工就能吃到免费的炒白菜，还
能领一袋萝卜回家。”11 月 23
日，滨河路爱心粥屋负责人安小
乐指着爱心企业捐赠的2000斤蔬
菜说。

据了解，这批蔬菜是苏荷集团
捐赠的。“11月18日以来，了解到
我市部分菜农种的蔬菜销路不畅，
我们组织公司员工成立了爱心助农
小组，在市爱心助农协会的指引
下，到召陵区青年镇、郾城区新店
镇等地，采购萝卜、白菜，并租赁

货车拉送，免费发放给我们的业主
和一些社会服务机构。”苏荷集团
一名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苏荷集团已分三批
采购了近百吨萝卜、白菜，捐给业
主、医院、社区、儿童福利院和爱
心粥屋等。

■本报记者 朱 红
11月 23日下午，漯河星火志

愿者团队联合爱心商家河南婉婉
花开电商总经理董艳芳，在召陵
区卓希家庭农场和郾城区李集镇
郭东村购买了6000多斤白菜和萝

卜，分别捐赠给郾城区消防救援
大队、源汇区消防救援大队、西
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召陵区消防
救援大队各 800 余斤，源汇区老
街环卫站、马路街环卫站、顺河
街环卫站、源汇新区环卫站各

800余斤。
“得知有的地方蔬菜不好卖，

为了帮助菜农尽快卖完，我们就想
到了购买后送给消防官兵和环卫
工。既解决了蔬菜滞销问题，又
奉献了爱心。”董艳芳说。

企业购滞销蔬菜免费送

商家购买蔬菜献爱心

11月23日，源汇区城市发展服务中心在市区文化路开展安全用气宣传
活动。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召陵区区直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