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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孟州市教体
局和孟州市文明办联合发起了

“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活动，
倡议全社会为孟州市争创文明城
市贡献力量。孟州市花园小学全
体学生踊跃参与到活动中来。

该校各班通过主题班会学习
《焦作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让
学生了解各种文明行为，如不乱
贴乱画，不乱扔东西，不破坏公共
设施等；普及文明交通、文明餐桌、
文明礼仪等文明小知识。另外，各

班还组织学生结合自身所见所闻
所做，传递文明创建的正能量。

学生与家长共同阅读并签订
“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承诺
书。家长们纷纷表示，要给孩子
做好榜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
文明的表率，用文明的行为影响
孩子。

9月13日，在劳动实践课上，
少先队员们走上街头，来到人民
广场，清扫草坪上积存的垃圾，清
理垃圾桶和小广告……以实际行

动助力创城工作。过往的行人看
到孩子们的公益行动，纷纷竖起
大拇指。

同住孟州城，共爱一个家。
孟州市花园小学此次文明实践活
动，不仅美化了城市，增强了学生
们的环保意识，也让学生们从中
体验到了志愿服务的快乐，感受
到了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不易，
更营造了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参与
的浓厚氛围。

（王迎华 许素霞）

本报讯（记者贺珺）
日前，塔南路小学举办了
书香阅读成果展，孩子们
的精彩作品，吸引了众多
师生驻足欣赏。

暑假期间，塔南路小
学围绕“书香一夏”特色
阅读主题，针对不同年级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为了展示孩子们的
成果，该校举办了书香阅
读成果展。

《歪脑袋木头桩》《小
鲤鱼跳龙门》《孤独的小
螃蟹》……在一、二年级
同学的作品展示中，孩子
们用插画加文字的方式，
将自己阅读的故事呈现
出来，下笔虽显稚嫩，但
可爱风趣，让参观的同学
们看得津津有味。

枝头蝉鸣声声，田
间蛙鸣阵阵，树木苍翠
葱茏……三年级的小朋
友们在书海中领略了大
自然的美丽，并亲身走进
大自然，观察植物的生
长，聆听美妙的夏日物
语。而后，他们把自己看

到的通过绘画展示出来，
于是就有了《胡萝卜生长
记》《青蛙的一生》《勤劳
的蜜蜂》等一系列精彩作
品，深受大家欢迎。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
高尚的人在对话。四年
级的同学们相约经典，静
心思考，用心感悟，以书
信的形式和书中的人物
进行着心灵对话。

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
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五年级的同学在暑假里
走进了《童年》《西游记》
《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
并以阅读报告的形式推
荐了自己喜欢的书……

墨香，氤氲于笔尖；
色彩，跃然于纸上；妙思，
萦绕于心头。一张张、一
本本精美绝伦、别具匠心
的优秀阅读作品，令观看
的同学们叹服，也让他们
有了更多的思考。本次
书香阅读成果展，让学生
们领略到了方寸间的广
阔天地，在文字中阅见生
活中的无限精彩。

本报讯 多年来，孟州市明
珠小学始终将弘扬韩愈文化作为
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时时
传承传统文化之美，处处彰显韩
愈精神之髓。

学校由课堂教学扩展到校园

文化建设，从诵说读写延伸到琴
棋书画美育，师生共同领会韩愈
真率不忌、慷慨激昂又无所拘束、
生动活泼的文风，感悟“天街小雨
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白雪
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

美好。
如今的校园，于无声处弘扬

韩愈精神，于点滴处传承韩愈文
化。“韩愈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
使全校师生充分感受到了韩愈文
化的无穷魅力。 （党晓辉）

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

孟州市花园小学在行动

孟州市明珠小学

传统文化进校园 韩愈精神永流传

塔南路小学

举办书香阅读成果展

那天一大早，我和妈
妈驱车来到我期盼已久
的旅游胜地——宝泉秘
境风景区。

检完票，我们乘坐摆
渡车来到景区的入口处，
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开
启了宝泉秘境之旅。首
先，我们来到了宝泉号欢
乐岛，这其实是一个轮船
模型的大型水上乐园，乐
园分为两个部分，左边是
一个浅浅的游泳池，右边
是一组水上闯关项目：有
网红吊桥、飞人水上漂、
单脚过河……在这儿，可
让我大显身手了一番。

接着，我们跨过玻璃
桥，路过浅浅滩，来到了泼
水节主会场演艺区——
聚龙广场，这里人山人
海，热闹极了！我也迫不
及待地换上泳装，带上水
枪，加入了泼水的人群
之中。刚进水里，还没
站稳，一股水流从天而
降，瞬间把我浇成了落
汤鸡。我赶紧将水枪

“装满子弹”，奋力向“敌
人”发起猛攻。不一会
儿，大家的衣服全湿透
了，但大家没有丝毫不
开心，反而个个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
水泼得越多，代表大家
对你的祝福越多。

最后，经过鱼鳞坝，
我们来到了景区的最后
一站——见龙瀑。见龙
瀑，又名潭头大瀑布，落
差320米，号称“中原第
一瀑”。远远望去，在青
山绿树之间，一道“白帆”
从山顶倾泻而下，气势如
虹，让我不禁想起李白的
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渐渐
走近，那声音越来越大，
空气中弥漫着细小的水
汽，才晒干的头发，立刻
又像刚洗过一样。

不知不觉已经傍晚
了，我们也拖着疲惫的身
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宝
泉风景区。
（指导老师：侯小芳）

本报讯 近日，解放区幸
福街小学开展了“喜迎二十大、
画出心中想说的‘话’”主题活
动，组织学生用绘画的形式画
出心中想说的“话”，抒发青少
年对党和国家的情怀。

闪闪的红星、燃烧的火炬、
鲜艳的花朵、纷飞的蝴蝶、展翅
的老鹰……活动现场，“小画

家”们尽情涂抹挥洒，描绘出心
中的祝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
之情。

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
跃红说：“每一幅图画的绘制，
都凝聚了大家的智慧和初心，
通过红色艺术创作的新形式，
画出心中的‘话’，更加坚定了
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我

们下一步将在校园开展绘画作
品展览评比，让更多的学生通
过绘画作品，传承红色基因，争
当新时代好少年。”

（李良贵）

上图 孩子们展示自己创
作 的“ 喜 迎 二 十 大 ”绘 画 作
品。 李良贵 摄

解放区幸福街小学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童童童童””””绘新时代绘新时代绘新时代绘新时代

宝泉一日游
●张博涵 jy202206161 解东一小四（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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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突破3万元大关，2021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
拥有家用汽车43.7辆，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了78.3岁……这十年，民生保障托起352万怀
川儿女稳稳的幸福。

9月22日，焦作市“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十一场举行，市发改
委、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围绕“民生保障”这一主题，重点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取得的
成就。

绝对贫困人口得到了历史性解决。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市10.73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19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在
此基础上，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加强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1221
户、4313人，帮助2.69万名脱贫劳动力实现务工
就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

人民生活品质全方位提升。这十年，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
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实现。生活水平全
面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大关，
年平均增长8.3%，较2012年翻了一番，居全省
第四位，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64：1。2021
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 43.7
辆，是2012年的2.9倍。体现社会品质和消费
升级的恩格尔系数达到26.9%，人民生活已经
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生活条件得到明显
改善，累计改造棚户区7.78万套，惠及居民18
万余人；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064个，惠及群众
35万多户。160万群众吃上甘甜的丹江水，成
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四好农村路”示范
市。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PM2.5、PM10平均
浓度连续六年“双下降”，大气污染治理典型做
法获国家生态环境部通报表扬；100余个街心
公园、口袋公园建成并开放，南水北调天河公
园、大沙河公园成为群众休闲娱乐打卡地；152
个村25万人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成功获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市。

公共服务全方位普及普惠。这十年，教育
水平全面提质升级，公办幼儿园、普惠性幼儿园
幼儿在园占比分别达到35.6%、82.5%；农村义
务教育普及率达到100%，实现国家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全覆盖；高等教育进入了
普及化阶段，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由2012年的
7.86万人增加到14.18万人，高考一本上线突破
7300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加强，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加快建设，中心城区建成“15分钟医
疗服务圈”，县级医院实现二甲全覆盖；全市人
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8.3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到28.6%，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社会保障网全方位织密织牢。这十年，我
市累计完成民生支出1839.1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比重始终保持在70%以上，连续3年
荣获省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突出地市。就业创业
更加充分，全市新增城镇就业40.2万人，农村转
移劳动力17.7万人。“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高质量推进，今年，各类职能技能培训完成
13.39万人次，居全省第一位。社会保障水平稳
步提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到222.3
万，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十八连涨”，基本
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由93.97万增加到348.8
万，报销比例持续提高，居民医保的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由240元提高到610元，惠及283.44万
城乡居民。社会救助更加有力，累计为6.34万
名残疾人发放“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2.93亿元，2021年，
城乡低保月标准分别提高到630元、440元，是
2012年的1.1倍、1.9倍，城乡低保对象、残疾人
等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实现应保尽保、应
救尽救。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近年
来，焦作市坚持每年为老百姓办
好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受到广大
群众的支持和欢迎，今年省重点
民生工作进展如何？记者从昨日
举行的焦作市“喜迎二十大 奋
进新征程”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十一场中获悉，我市承办的10
件省重点民生实事任务中，其中
的6件已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景国红
说，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焦作的关键之年。市委、市政
府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民生实事工作作为“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要抓手，坚

持高标准拟定，高质量推进，高水
平督导，统筹推进重点民生实事
工作，确保民生实事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

截至今年8月底，我市承办的
10件省重点民生实事任务中，实
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提升移动
政务服务能力、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和评价取证、推进城市窨井设
施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开
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进村（社
区）行动、扩大医院门诊费用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范围等6件已提前
完成年度任务；推进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妇女儿童
健康保障水平、加快农村交通物
流体系建设、实施学前教育普惠

扩容工程等4件正常推进。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树牢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持续加压奋进，聚焦民生实事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剖
析原因，找准症结，实施‘一事一
案’，推动问题解决，加快工作进
度，按时保质做好重点民生实事
工作。同时，我们还将持续完善
工作机制，加强协同配合，积极做
好2023年焦作市重点民生实事征
集工作，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件接
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把事
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实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景国
红说。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近年
来，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
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公办幼儿园
建设更加关注。我市在加大公办
幼儿园建设方面，有哪些具体举
措？记者从9月22日举行的焦作
市“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
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保障专场
上获悉，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王
全坤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学前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通过新建、
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改善乡镇公办
中心园办园条件、开展城镇小区配
套幼儿园治理等，不断扩大公办学
前教育资源，公办园在园幼儿由
1.24万人增至5.31万人。

实施公办幼儿园建设工程。
每年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
园，并将建设任务纳入政府民生
工程。2011年以来，新建、改扩建

公办幼儿园350所，新增公办学位
4.08万个。其中，今年全市投入资
金1.59亿元，新建、改扩建公办幼
儿园47所，新增学位7920个，公
办学前资源得到较大扩充。

加快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建
设。不断改善乡镇公办中心园办
园条件，提高办园水平。目前全
市52个乡镇，乡镇中心幼儿园达
到89所，每个乡镇有1~2所公办
中心幼儿园，实现乡镇公办中心
幼儿园全覆盖。

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
治理。2019年，成立以常务副市长
为组长的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目前，我市纳入专项系统的58所小
区配套园治理任务已全部完成。

据介绍，下一步，按照市委、市
政府要求，我市将不断提高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水平，推进学前教育高
质量发展。具体来讲，重点抓好三

个方面工作：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
力度。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低于
50%的县（市）区，每年安排新建、改
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鼓励支持街
道、村集体、有实力的企业举办捐办
公办园，整合农村小学、教学点转办
成公办园，撤并后出租的要收回办
成公办园，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
儿占比。

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使用。
严格落实国家、省要求，加强小区
配套幼儿园的使用管理。公办园
在园幼儿占比低于50%的县（市）
区，新建小区配套园一律办成公
办幼儿园。

三是扩大公办优质学前教育
资源。探索幼儿园集团化办园方
式，鼓励公办省、市级示范性幼儿
园开办分园、托管弱园、合作办
园，扩大公办优质资源覆盖面，更
好地实现幼有所育。

由1.24万人增至5.31万人

我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稳步提高

我市承办的10件省重点民生实事
其中6件已提前完成年度任务

非凡十年

民生保障托起焦作人稳稳的幸福

9月21日，解放区
幸福街小学的学生在
课后延时服务时间里
跟着老师排练红绸舞
蹈 。 新 学 期 开 学 以
来，解放区各中小学
校在做好校园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积极
开展课后延时服务，
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让学生的校园生活丰
富多彩。

李良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