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卧龙区交通运输
执法局在全区开展路域环境
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截至目
前， 共拆除非公路标志标牌
59块，清理临时摊点 19 处和
路面堆积物 3 处， 取缔非法
加水点 2 处。 图为执法整治
现场②7

本报记者 高嵩 通讯员
周素珍 摄

路域整治
百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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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速览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卧淯管理所职工

烈日下，他们是最美的园丁
□本报记者 李扬 文/图

“全民健身日”第九套广播体操展演活动举行

全民健身动起来 幸福生活舞起来

仲景街道

社区观摩促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杨青 通讯员 申亚丽）8 月

4 日， 宛城区仲景街道组织开展了 2019 年第
三季度“逐社区观摩、整街道推进” 基层党建
观摩活动。

观摩团一行通过实地查看各社区基层四
项制度建设、党员积分管理、三会一课和两学
一做记录本等党员阵地建设工作推进情况和

“双创双建”亮点工作开展情况，听取了各社
区支部书记的工作汇报。 观摩中，大家交流经
验做法，逐项进行打分、评定名次。

据了解， 仲景街道开展的基层党建观摩
活动，推动了该街道优秀社区建设更加规范，
督促了后进社区积极整改， 逐步改善社区环
境两极分化状态，让每个社区成为“主角”，不
断争取进步展现亮点。 ②7

本报讯（记者 李扬）
8月 5 日， 由市体育局、宛
城区体育管理中心主办的

“全民健身日”第九套广播
操展演活动在市体育中心
举行。

此次活动以“全民健
身、人人参与、从我做起、
人人有责”为主题，旨在
激发广大市民的健身热
情，形成崇尚健身、参与
健身、支持和推动全民健
身运动。

活动现场， 来自宛城

区健身操舞协会、笑夕阳
敬老文化交流中心等近
50 支广播体操参演代表
队共 800 余人集体展示了
第九套广播体操。 活动现
场还进行了广场舞《点赞
新时代》、大合唱《我和我
的祖国》等全民健身展演
活动。

8 月 8 日是全国第十
一个“全民健身日”。 每年
在 8 月 8 日前后， 宛城区
都会通过广泛动员和引导
广大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

体育健身活动， 掀起全民
健身活动热潮， 营造浓厚
氛围，使“全民健身”意识
深入人心， 推动广大群众
自觉参加锻炼，使“全民健
身” 活动真正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

宛城区体育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全民健
身日” 系列活动展现了广
大运动爱好者崇尚健身、
积极参与、团结向上、追求
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良好
精神风貌。 提高了群众对

设立“全民健身日”意义的
认识，形成了“崇尚健身、
参与健身， 追求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宛城区积极打
造品牌体育赛事， 推动全
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
不断提升体育文化产业的
竞争力和全民健身活动品
位。 在丰富多彩的全民健
身文化活动中， 不断开发
培养体育公共产品， 满足
群众个性化、 多样化的体
育需求。 ②7

南石眼科医院

举办全飞秒术后
患者回院联谊会

本报讯（记者 刘婕 通讯员 李春晓）8
月 3 日下午，南石眼科医院举办近视患者全
飞秒术后联谊会。 20 余位全飞秒术后患者，
是从近两个月所做的 1000 余例患者中选出
的幸运者，他们共同欢聚在南石医院眼科医
院东区（建业凯旋 11 号楼）一楼大厅，分享、
交流全飞秒手术过程， 并与他们的主刀大
夫———南阳市大伽级的眼疾专家景聪荣院
长见面。

现场还举行了抽奖环节，从返院参加联谊
会的患者中抽出了三位幸运患者，向他们分别
颁发“南石医院员工亲属福利证书”。 据了解，
该证书原则上颁发给南石医院内部员工，持证
可享受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
手术优惠、配镜（镜架、镜片）折扣以及屈光手
术优惠等。 ②7

7月 29日，中心城区室
外温度突破 38℃。即使这么
热的天气，白河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管理处卧淯管理所
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停下手
中的活，他们在白河岸边的
景观绿化带里或修剪苗木
或清理杂草和落叶，辛勤地
忙碌着。

当日 16时， 在卧龙大
桥附近的台地上，白河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卧淯管理所
的冀东强正全神贯注地修
剪着景观绿化带。 他背着
10 多斤重的割草机， 正认
认真真地对苗木、草坪进行
着修剪。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不一会儿，整齐有序的
草坪便呈现在眼前，焕发出
勃勃生机。由于修剪作业场
所没有什么能遮阳的地方，
站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片刻
工夫， 他额头上就汗水直
淌，衣服也湿透了。 旁边的

几位工作人员同样顶着烈
日，在绿化带里除草，他们
已经连续工作了 2 个多小
时。 高温，并没有影响他们
对工作的热情。

冀东强， 白河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管理处卧淯管
理所所长。 退伍后，他成为
了一名城管人， 至今已经
20 多年了， 是大家公认的
“老黄牛”。 他所在的管理
所主要负责白河右岸卧龙
大桥至明月桥段台地，全
长 1800 多米，养护面积达
6 万多平方米， 全所共有
20 余名职工， 人均管护面
积达 3 千多平米。 近两年
来， 他带领全所人员种植
乔木 300 余棵， 灌木千余
棵，地被植物万余棵，移植
麦冬 5000 余棵，消除黄土
裸露 3000余平米。

冀东强告诉记者，气温
越高，他们的工作任务就越

重，这个季节绿化带里的杂
草长得比较旺盛，除草任务
非常大，如果不及时拔除，
将会影响其他绿化植物的
生长。 当问到他胳膊上那
一道道血痕时， 他抿了抿
嘴笑着说：“不碍事， 轻伤
不下火线！ ”

“我们早上 6 点
钟开始作业， 晚上 7
点半下班。 ” 冀东强

说，最近气温高，根本忙不
过来，晚上有时还要留守值
班。 对于他们来说，绿化带
里的花草树木能长得花繁
枝茂，给广大市民创造一个
美好的生活环境，就是全所
同志最好的褒奖。 ②7

冀东强正在修剪冬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