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三十二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餐桌教育活动

光盘行动 从娃娃抓起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
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 这首大家都耳熟能
详的古诗，教育我们大家
要爱惜粮食， 崇尚节俭。
孩子们，今天你们光盘了
吗？ ”10 月 9 日，市三十二
小学校长曹瑞霞在午饭
前来到学校食堂，要求学
生减少餐盘剩饭剩菜现
象，让“光盘行动”真正落

到实处。
为响应国家“珍惜粮

食，不留剩饭，光盘行动，
从我做起”的号召，切实
呼吁学生减少饭菜浪费，
按量取用，养成良好饮食
习惯， 市三十二小学将
“光盘行动” 融入校园德
育教育，不仅在校园内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明餐桌
宣传教育活动，呼吁全体
师生珍惜粮食，养成节约

习惯，而且成立了“光盘”
志愿队，让老师及学生轮
流参与，对浪费粮食现象
进行文明劝导，切实推进
“光盘行动”。 目前，勤俭
节约已成为该校师生的
自觉行动。“厉行节约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
明用餐体现了当代
青少年的基本素质。
此项活动能有效地
帮助学生们培养按

量取餐的用餐习惯，唤起
他们心中珍惜粮食的意
识，使勤俭节约在校园内
蔚然成风。 ”曹瑞霞表示，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我
们将持之以恒， 坚持不
懈，切实营造勤俭节约的
校园文化和氛围。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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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工作后，公积金该怎么处理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单位应为职工办理账户转移手续

西峡县寨根初中

课堂教学效率高
本报讯 （记者 高如衡 通讯员 范良术

邹可伟） 近期， 西峡县寨根初中通过多种方
式不断推动“课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打
造高效、轻负、和谐课堂。

日前， 西峡县西片三镇优质课竞赛活动
在寨根初中举办。 活动中， 教研员对该校执
课教师课堂教学进行详细点评， 并研讨解答
教师们在用“三疑三探”模式授课中的困惑。

该校还加强校领导巡课、随堂听课、评课
的考核力度。 校长率先深入课堂， 所有校领
导每周都要听课、 评课并对本学科的教学进
行指导。 教务处对此进行检查、考核。

此外，该校还通过教研组的“三疑三探”
赛课活动， 由教务处颁发相关荣誉证书，激
发教师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为

“课改”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⑤2

本报讯（记者 曹蕊）
10 月 8 日， 市民李女士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咨询：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是
多少？换工作后公积金该
怎么办？ 就此问题，记者
采访了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

住房公积金缴纳为
职工买房提供了便利，买
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已经
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公积
金的具体缴存比例怎么

规定的呢？ 记者了解到，
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规定，在职职工缴存
住房公积金月工资基数
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缴
存比例为单位和个人各
5%至 12%； 灵活就业人
员月缴存基数不低于上
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 60% ， 缴存比例为
18%，月缴存额为缴存基
数乘以缴存比例。

关于换工作后公积

金该怎么办这一问题，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说 ， 职工与
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后
被新单位录用的， 原单
位应当在劳动关系终止
后 ， 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为职工办理账户封
存、转出手续，再由转入
单位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为职工办理转入手
续； 职工个人账户从原
单位管理户直接转入新

单位管理户 。 灵活就业
人员转入新就业单位的，
单位应为职工办理住房
公积金转移手续。

如果职工住房公积
金是异地转移，则需要通
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平台，由转出地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
转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分别办理转出和转
入手续，职工连续缴存时
间应合并计算。 ⑤2

市二中师生为患病学生捐款 14 万余元

爱心捐助暖人心 家长感恩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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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镇卫生院

免费为老人体检
本报讯（记者 海清清）日前，在 2019 南

阳市“敬老月”大型广场文化活动现场，宛城
区高庙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为前来参加活动的
老年市民免费进行身体检查和医疗健康知识
普及。

活动现场， 前来咨询的老人排队依次等
待检查，高庙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为他们测量
血压之后，详细了解了老人们平常的生活习
惯及身体情况，并作了详细的记录，根据老
人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医疗保健建议和注意
事项。

高庙镇卫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举
办此次活动，希望能够提高老年人对自身健
康的重视，了解更多保健知识，为建设健康
服务型社会营造和谐文明的良好氛围。 ⑤2

本报讯 （记者 高超
通讯员 方哲） 日前，南
阳市二中学生涂董永的
家长来到学校， 将一面
写着“爱心捐助善行义
举 恩重如山终身难忘 ”
的锦旗送给学校， 表达
涂董永和家人对学校师
生 无 私 援 助 的 感 激 之
情 。 校长李喜明详细地
询问了涂董永的病情 ，
并代表学校向涂董永及
其 家 人 表 示 深 切 的 关
怀，祝愿他战胜病魔，争
取早日康复。

今 年 18 岁 的 涂 董
永，原是南阳市二中高三
（4）班的学生。 2018 年，
他开始感到右腿疼痛，由
于学习任务繁重，一直未
作深入检查。 直到今年 3
月初，疼痛加剧，涂董永
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骨
肉瘤。医生建议他立即到
北京做手术，全部费用初
步估算约 40 余万元。 涂
董永家境贫寒，为了给他
治病父母把赖以生存的

小店转让，又把能借的亲
戚朋友借了个遍，但仍没
能凑够医疗费。得知这一
情况后，李喜明高度重视
并周密安排部署，学校办
公室及校团委立即向全
体师生发出募捐倡议书，

短短一周时间，全体师生
共捐款 140236 元， 解决
了涂董永的燃眉之急。

近日，母亲陪涂董永
在北京做完手术后，赶回
家乡将锦旗送到学校，感
谢学校的关心和帮助，她

说：“非常感谢市二中在
我们全家人身处危难之
时， 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市二中是个充满爱的地
方！ ”她表示，会转达师
生的祝愿，鼓励涂董永战
胜病魔。 ⑤2

赠送锦旗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