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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南阳

本报记者 王笑荷

张建锋，市环卫处生活垃圾处

理厂机械作业队队长，曾获市“五

一”劳动奖章，多次被评为市优秀

环卫工人。2016年，他作为党代表
参加了省第十次党代会。

提到生活垃圾，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脏、臭。可张建锋的工作就是

天天与垃圾为伴，整整17个年头，
他辛勤工作、默默奉献，为城市的

洁净优美洒下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他的岗位——
“垃圾厂是我的阵地”

2月14日，城市西南郊的生活
垃圾处理厂内，偌大的垃圾填埋坑

里，几辆大型推土机、压实机、装卸

车来来往往，不停作业。“张队长正

在开推土机！”一名工作人员指着

远处说。

进入作业现场，五花八门的生

活垃圾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张建锋停下正在操作的推土机笑

着说：“现在垃圾处理工艺比以前

先进，经常消杀、除臭，只有现场才

有味道。过去，这味道一两百米外

都能闻到！”

今年49岁的张建锋，已经在环
卫一线奋战了31个年头。他先后
干过清扫工、市容管理员、建筑垃

圾管理队驾驶员，从2000年开始在
生活垃圾处理厂工作。刚开始，闻

着刺鼻的臭味，看着脏乱的环境，

他对这份工作也有些望而生畏。

一位老同志开着垃圾清运车带他

进城转了一圈：“你看，这城市里生

活了多少人，每天要产生多少垃

圾，咱们要不好好干，大家就要住

在垃圾堆里，你说咱们的工作重要

不？”听了这番话，张建锋终于下定

决心，把垃圾厂作为自己的“阵

地”，要干就踏踏实实，要干就干出

样子！

他的生活——
节假日几乎未休过

方圆四五百亩的垃圾厂是他

的“阵地”，而一两米见方的驾驶室

就是他的岗位。夏天热似蒸笼，冬

日冷如冰窖。然而17个寒来暑往，
他不忘初心，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环

境中守护着城市的洁净……

视觉上的脏乱，嗅觉上的刺

鼻，只是他需要面临的一部分困

难。无论驾驶装卸车、推土机、压

实机等，都是在开阔的垃圾填埋

区，压根没有一点阴凉。夏天烈日

暴晒，驾驶室空调的作用微乎其

微，操作机械时张建锋只能一边擦

汗一边工作。冬天寒风肆虐，可无

论天气再恶劣工作也不能停下。

垃圾堆虽然经常消毒杀菌，可蚊蝇

还是“常客”，驾驶室的玻璃上，经

常密密麻麻爬满了苍蝇，赶都赶不

走。“每天回家都是一身臭味，不洗

澡换衣服，孩子都不乐意让我抱！”

张建锋笑着说。

一年365天，张建锋从来没有

休过公休假、节假日，能想起的唯

一一次休息，还是儿子结婚时，他

请了一天的假。

他的心声——
“只要城市干净再累也值”

“为了大家干净，自己再苦再

累也值得。”张建锋的想法朴实而

又真诚。从进厂之初的朝气蓬勃

到如今的沉稳干练，他把青春挥洒

在这里，也为环卫工作收获了沉甸

甸的成绩和荣誉。

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机械作业

队只有6名职工，而每天运送到这
里的生活垃圾有1500吨左右，春节
前夕，一天更要处理2000吨的生活
垃圾。人少活儿多，他们每个人都

锻炼成了“多面手”，个个都能操作

多种机械。“早上 4点多就开始忙
碌，到晚上10点还陆续有垃圾车进
厂。”张建锋说，最忙的时候，几乎

一分钟就要进厂一辆垃圾车。为

了更好完成工作，他很多时候都吃

住在厂里。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

张建锋和同事们的辛勤付出，不仅

让城市更加洁净，更为我市环卫工

作争取了不少荣誉。市生活垃圾

处理厂连年被省住建厅评为“垃圾

处理先进集体”，垃圾填埋覆盖率

100%，合格率100%。张建锋用自
己的勤劳、朴实、刻苦、敬业，在脏

臭的垃圾山上孕育出了最美的奉

献之花！⑥3

■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为南阳做贡献

垃圾为伴十七载 洁净城市我当先
—记市环卫处生活垃圾处理厂机械作业队队长张建锋

据新华社电 为缓解农村小学

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等薄弱

学科教师短缺问题，优化农村小学

教育教师结构，我省启动2017年农
村小学教育专业全科教师培养计

划。全科教师需“一专多能”，能胜

任小学11门课的教学。
全科教师培养实行“两免一补”

政策，即在校培养期间免除学费、住

宿费，并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费，费

用由省财政承担。在校期间，可继

续享受国家奖学金等其他应享受的

全日制在校生奖励政策。此外，学

生要与报考的设岗县（市）和培养高

校签署培养就业协议，明确权利、义

务和责任，并承诺毕业后到乡村教

学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时间不少于

6年。
全科教师毕业后，协议地按照

协议规定提供就业岗位，在核定的

教职工编制总额内为其办理事业单

位人员录用、编制、工资等手续，将

其工资纳入当地财政统发范围，确

保有编有岗。同时要采取有效措

施，落实好全科教师的工资与补贴

发放、周转宿舍安排等相关保障工

作，解决好全科教师工作、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在评先、表彰、职称评聘

和专业成长等方面予以支持。

据了解，今年我省对小学教育

专业（全科教师）本、专科均实行定

向招生。本科层次根据考生定向报

考志愿和高校招生计划，随本科提

前批次定向录取；专科层次随全省

春季高职单独招生考试同一时间进

行。累累累6

农村全科教师 实行“两免一补”

本报讯（记者陈丹丹）2月14
日上午，记者从“创卫”食品安全技

术评估动员会上获悉，为确保我市

顺利通过“创卫”食品安全技术评

估,我市将加大食品安全整治力
度，并高标准打造38条食品安全
迎检线路。

会议要求，各区各相关部门要

进一步明确任务，砸实责任，定人

定岗，突出重点，协同配合，确保

“创卫”资料整理和食品安全整治

万无一失。要以国家暗访反馈问

题为重点，突出关键部位和重点业

态，铁拳整治滑坡反弹、环境卫生

脏乱差、“三防”设施不落实等问

题，确保2月25日前全部整改达标
到位。2月15日前，“创卫”一级档
案资料整理完毕，中心城区每个街

道办2条共38条食品安全迎检线
路选定完毕。每条线路应包含有

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熟

食店、学校食堂、划线经营食品

摊贩、农贸市场等业态，迎检线

路周边500米范围内的食品各业
态务必全部达标。2月 25日前，
所有资料整理完毕，二级档案资

料上报市“双创”食品安全分指

挥部，中心城区38条食品安全迎
检线路高标准打造完毕，进入待

检状态。⑥3

加大整治力度 确保食品安全

本报讯 （记者李小胄 南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双创”工

作中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加

大督查力度，严格奖惩制度，确保

打赢“双创”攻坚战。

紧扣网格管理，压实责任。充

分发挥街道、社区细胞作用，全面

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确保人员到

岗、责任到位，守土有责。实行一

把手负责制，对不履行职责者，追

究一把手责任。

广泛动员，发挥社区居委会和

基层干部作用。进一步畅通投诉

渠道，社区居委会和基层干部主动

作为，深入辖区发现和解决问题，

不断提高居民对“双创”工作的支

持率和满意度。同时，充分调动群

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群众理解

“双创”并自觉参与。

强化督查，严格奖惩。建立全

方位督查机制，做好各项目标任务

的跟踪督查，推动工作落实。论功

行赏，对在“双创”过程中表现突

出、成绩显著的党员干部，按干部

考核任免程序，向组织部门推荐优

先提拔使用。⑥3

强化责任担当 严格奖惩制度

本报讯 （记者段平 通讯员

郝小爽 别显锋）连日来，卧龙区

光武街道组织开展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进一步改善辖区环境面

貌，提升居民文明素质，巩固

“双创”成果。

按照“统一部署、网格负

责、上下联动”的方式，该街道

11个社区同步开展节后大扫除行
动，以清除积存垃圾，治理占道

经营，规范私搭乱建，整治背街

小巷，净化家属楼院环境等为重

点，全面治理环境卫生。为确保

整治成效，该街道党工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带领班子成员、分包

社区负责人逐社区检查督促整治

工作，并针对陶瓷、建材、灯具、家

电、汽配、刘庄农贸等专业市场周

边市容和交通秩序乱点部位，联合

区城管局、光武派出所、工商等职

能部门持续进行集中整治；清运

僵尸车5台，规划设置交通指示
牌11个，清理乱停乱放非机动车
400多辆，规范清理流动商贩100
余户；针对百里奚路光彩市场、

果品市场周边的特点，成立光彩

市场周边区域综合整治办公室，

由办事处牵头，联合区城管局、

区工商局、区三产办、派出所对

光彩市场周边进行长效管理。至

目前，该街道共出动 200余人，
车辆40余台次，清运垃圾200余
立方米，清除杂物50余处，整治
成效显著。累累累3

集中整治环境 改善辖区面貌

南阳市眼科医院医讯

发挥公立医院优势 呵护患者眼睛健康

飞秒准分子激光中心开展的

鹰视飞秒“U视”全激光个性化近
视手术，精准度高、安全性强、手

术时间短、术后视觉质量好。电

话：63225555
视光学中心开展的“医学验

光+科学配镜”独具专业特色，确
保配出的眼镜清晰、舒适、美观。

电话：63268631
角膜塑形镜是目前有效控制

青少年近视发展，并能获得清晰

裸眼视力的理想技术。角膜塑形

镜试戴电话：63268622

地址：市梅溪路与中州路交

叉口向北600米

让屈光不正群体拥有完美清晰视力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防治慢

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
（以下简称《规划》），部署做好未来

5～10年的慢性病防治工作，降低疾
病负担，提高居民健康期望寿命，努

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规划》强调，要坚持统筹协调、

共建共享、预防为主、分类指导的原

则，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动员

社会、全民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治

机制，建立自我为主、人际互助、社

会支持、政府指导的健康管理模

式。《规划》将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

死亡率作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20
年和2025年，力争30～70岁人群因
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分

别较2015年降低10%和20%，并提
出了16项具体工作指标。

《规划》根据慢性病防治工作的

重点环节，提出八项策略措施。一

是加强健康教育，提升全民健康素

质。开展慢性病防治全民教育，倡

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发挥中医

治未病优势。二是实施早诊早治，

降低高危人群发病风险。促进慢性

病早期发现，开展个性化健康干

预。三是强化规范诊疗，提高治疗

效果。优先将慢性病患者纳入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范围，落实分级诊疗制

度，提高诊疗服务质量。四是促进医

防协同，实现全流程健康管理。五是

完善保障政策，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

担。六是控制危险因素，营造健康支

持性环境。七是统筹社会资源，创新

驱动健康服务业发展。促进医养融

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应用。

八是增强科技支撑，促进监测评价和

研发创新。累累累2

我国发布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降低疾病负担 倡导健康生活

有这样一群环卫工人似乎少

有人关注，他们夏天冒着高温酷

暑，冬天忍着刺骨严寒，将自己置

身于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中，忍受

着脏臭的侵袭和群蝇的骚扰，消灭

着从城市各个角落收集来的垃圾。

张建锋就是这个群体中普通

的一员，而且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

中一干就是17个年头。“为了大家
干净，自己再苦再累也值得”张建

锋朴实、真诚的话语道出了对这座

城市深沉的热爱，“宁愿一人脏，换

来万人洁”，我们的身边正是有了

这样一群不计得失、默默奉献的劳

动者，我们的生活才更幸福。他们

是最美的人！ （余耀耀）

最 美 的 人

张建锋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王笑荷 摄

短评

最是一年春光好，踏春赏梅正当时。昨日，卧龙区谢庄乡塔子山千亩梅花竞相绽放，游人们踏春赏梅，沐浴春光 本报记者 洪塔 摄

编者按

新春新气象，莫负好时

光。在我市实施“五大攻坚”

的关键时期，本报今起推出

“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为南阳

做贡献”系列报道，旨在通过

聚焦基层干部群众立足本职、

甘于平凡、担当奉献，凝聚各

界智慧和力量，共建大美南

阳，同享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