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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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段平） 11月
17日，市社区志愿者协会公益宣
讲示范项目启动。

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公

益宣讲团”于 2015年 6月 19日
挂牌成立，由各类道德模范、优

秀传统文化讲师、资深律师、心

理咨询师及相关行业具有专业技

术能力和多年实战经验的爱心人

士组成。宣讲团分为道德文明宣

讲部、优秀传统文化宣讲部、法

律咨询宣讲部、心理健康宣讲

部、安全教育宣讲部、生态文明

建设宣讲部、文化文艺进基层宣

讲部、电影公益放映部八个部

门。宣讲团成立以来，为中小学

校、社区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和

厂 矿 企 业 开 展 宣 讲 活 动 300
余场。

公益宣讲示范项目是民政部

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

项目实施地域为南阳市区，实施

时间为 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10
月。届时，宣讲团将联络相关单

位，围绕公益宣讲团的八项内

容，根据各单位不同需求，提供

相应的宣讲服务 180场，并开展
12场大型公益培训。⑥2

举办公益宣讲 引领文明风尚

开展素质培训
打造流动窗口
本报讯 （记者黄星 通讯员

杨涛）11月17日，市运管局对中
心城区出租汽车行业“创文”工作

进行部署，同时启动了中心城区

3000余名出租汽车从业人员为期
10天素质提升培训和车容车貌检
查等行业源头管理工作。

市运管局要求全市出租汽车

行业管理和从业人员提高认识，

提速提效，突出重点，按照“创文”

工作要求和安排，提升行业服务

水平，提高从业人员自身素质，用

优质的服务和文明行为打造出租

车这一“流动”的城市名片，为“创

文”工作增光添彩。

培训进行的同时，市运管局

对首批培训的靓丽出租汽车公司

的车容车貌进行了逐车检查。培

训结束后，参训人员签订了《出

租汽车驾驶员运营服务承诺

书》。⑥5
11月18日，卧龙区青华镇义工服务站义工，到该镇敬老院开展“快乐星期天”慰问演出活动，为老人们包饺

子、唱大戏，陪老人们度过了一个快乐温馨的周末 ⑥6 本报记者 赵勇 摄

本报讯 （记者段平）近日，记

者从市文明办获悉，为进一步推动

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省

文明办、省文联面向全省征集学雷

锋志愿服务主题歌曲，欢迎社会各

界踊跃投稿。活动截止时间为12
月20日。

凡具有相关创作经验的单

位和个人均可参加投稿。参选

作品必须为 2013年以后创作，未
在国家级评选活动中获奖；作者

必须保证对参选作品享有完整

版权，若存在版权纠纷或违反

有关法规，主办方有权取消其

参选资格，所涉及法律责任由

投稿者自行承担，作者提交作

品参选即视为授权主办方对该

作 品 进 行 非 商 业 性 的 宣 传 推

广；参选作品要充分体现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歌

曲的语言、风格、形式不限，具有

时代特征和高水平的艺术表现

力，易于传唱；作品须为含有人

声歌唱的完整小样，并提供完整

的歌谱，音频文件可为 MP3或
WAV格式。

应征者须登录河南文明网

（www.hen.wenming.cn）下载《报名
表》和《承诺书》，并将填写好的原

件邮寄到河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34
号 邮编：450014）。作品可通过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shs0123@126.com，咨询电话0371-
86115388、63936969。⑥2

征集原创歌曲 弘扬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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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黄沙誓要中华得解放，烈

火永生待我九州尽欢颜”，这副悬挂

在赵伊坪故居门口的对联，彰显着

烈士的英勇无畏与爱国情怀。距故

居不远，河南省漯河市烈士陵园内

苍松环抱，翠柏林立，赵伊坪烈士

的纪念碑竖立在此。而远在山东省

聊城市的琉璃寺战斗纪念馆，也记

载着赵伊坪的英雄事迹。每到清明

节，两地人民纷纷开展纪念活动，

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

赵伊坪，原名赵廉越，1910年生
于河南郾城。1925年经彭雪枫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
后，他在郾城平民小学以教书作掩

护，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农

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

败后，在陕西、山东、河南等地以小

学和中学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党

的地下工作。1935年，在杞县私立
大同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在学校传

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按照中共中央北

方局华北联络局书记彭雪枫“放下

教鞭，唤醒士兵参加抗战”的要求，

赵伊坪到鲁西北范筑先部担任秘书

科文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共

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

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

实质。在赵伊坪等共产党人的推动

下，范筑先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抗

日的光明之路。

1937年底，赵伊坪到中共鲁西
北特委工作，先后担任鲁西区党委

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第六

区政治部秘书长，为壮大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

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中

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期间，他

主持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

日报》和理论刊物《先锋》月刊的

工作，担任社论委员会委员，根据

党的方针、政策为报纸撰写社论，

使该报成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

舞 人 民 斗 志 和 打 击 敌 人 的 有 力

武器。

1939年3月，中共鲁西区委领导

机关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

冠县、馆陶地区向东挺进。5日清
晨，在茌平琉璃寺一带与日军遭

遇。激战至傍晚，赵伊坪多处中弹

负伤坠马，落入日军魔掌。日军把

他绑在树上，用皮鞭抽、刺刀戳……

面对凶残的敌人，赵伊坪大义凛然，

英勇不屈，痛斥日本侵略军的野蛮

侵华暴行：“任凭你们把我钉死在树

上，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宁

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日军恼

羞成怒，残忍地将他全身浇上汽油，

放火点燃。烈焰中，赵伊坪用尽最

后的气力高呼：“打倒狗日本鬼子！

中国共产党万岁！”残暴的日军又举

起刺刀，捅进他的嘴里……赵伊坪

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为了弘扬烈士精神，漯河市“北

街小学”于1996年更名为“伊坪小
学”。伊坪小学校长赵洪磊说：“学

校建有赵伊坪烈士纪念室和伊坪书

屋，成立了‘红映伊坪’剧社。每

逢重要时间节点，学校都会开展纪

念赵伊坪烈士的活动，激发了学生

们的爱国主义热情。”⑥4
（据新华社）

赵伊坪：烈火中永生的抗日英雄

赵伊坪像 （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记

者16日从教育部获悉，为进一步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教育部近日印发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和《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根据高校、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队伍不同特点，明确

新时代教师职业规范，划定基本

底线。

针对高校教师，准则提到，要坚

守学术良知，反对学术不端；不得抄

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或

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针对中

小学教师，准则要求不得组织、参与

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

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针对

幼儿园教师，准则明确，不得采用学

校教育方式提前教授小学内容，不

得组织有碍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要把准则

要求落实到招聘、聘用、考核等教师

管理具体工作中，实行师德失范“一

票否决”。要以有力措施坚决查处

师德违规行为，对于有严重侵害学

生行为的，一经查实，要撤销其所获

荣誉、称号，依法依规撤销教师资

格、解除教师职务、清除出教师队

伍，同时还要录入全国教师管理信

息系统，任何学校不得再聘任其从

事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工作。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配合准则出台，教育部还制定

了《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

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和《幼儿园教

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并

对2014年印发的《中小学教师违反
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进行了修

订，建立起违规惩处和责任追究机

制。⑥4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出台

师德失范“一票否决”

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区

示范区

卧龙区

宛城区

高新区

PM2.5

数据（微克/立方
米）

58

81

98

105

排名

1

2

3

4

PM10

数据（微克/立方
米）

118

100

121

145

排名

2

1

3

4

优良天数

（天）

7

2

2

0

县区

淅川县

西峡县

桐柏县

南召县

内乡县

新野县

鸭河工区

社旗县

镇平县

唐河县

官庄工区

方城县

PM2.5

数据（微克/立方
米）

53

55

61

62

69

79

79

80

81

85

97

98

排名

1

2

3

4

5

6

6

8

9

10

11

12

PM10

数据（微克/立方
米）

80

93

90

84

106

119

95

116

122

116

80

116

排名

1

5

4

3

7

11

6

8

12

8

1

8

优良天数

（天）

5

6

6

5

3

2

2

3

2

3

2

2

（数据来源：市环境监测站）

市城区空气质量排名
（11月11日~11月17日）

12县区空气质量排名
（11月11日~11月17日）

为持续打好打赢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进一步改善提升我市水环

境质量，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实行水污染防治管理“十禁

止”：

1.禁止向河道、水库排放、倾倒
有毒有害物质，清洗储存有毒有害

物质的容器。

2.禁止向河道、水库倾倒生活、
建筑垃圾及人畜粪便。

3.禁止将各类垃圾、餐饮泔水、
污水排入城镇雨水管网。

4.禁止在河道禁采区采砂、

开挖。

5.禁止在禁养区、水源保护区
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6.禁止养殖废水、粪污未经处
理排入水体。

7.禁止工业废水、污水处理厂
出水不达标排放。

8.禁止利用渗井、渗坑、暗管等
形式偷排废水。

9.禁止违法违规在河道、水库
设置排污口。

10.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

垂钓、洗衣等活动。⑥4

水污染防治“十禁止”

本版编辑 李清玉 周书锁

作风整顿曝光台

□郑顿

“路灯常年不亮，夜间大车横

行，出门全靠摸黑，实在吓得够呛。”

近日有群众反映，新长江路路灯长

期不亮，夜间车流量大，部分路段路

况不好，摸黑出行很不安全。

11月7日晚10时，市作风整顿
采访组赶到新长江路，眼前漆黑一

片。新长江路路况较新，花坛绿化

均属新建，全程安装有路灯，但未使

用。虽然已是深夜，但车流量一直

很大，特别是大型货车，络绎不绝，

采访组在一路口待了5分钟，就有
二三十辆大型货车从此经过。大车

横行，导致部分路段路况极差，临近

长江路路段，道路中间有几个连续

深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道路两旁

也有很多积水。几位骑车经过的居

民，在大型货车旁边穿行，摸黑经过

积水路段。

为何一条新修的道路无人管

护，导致路灯长期不亮、路面损毁严

重？带着疑问，采访组相继采访了

市城管局及示范区相关职能部门。

采访组首先到市城管局，市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长江路还

未移交给市城管局，示范区建设此

路，应由他们进行管护。

随后，采访组到示范区国土局，

该局副局长沈超介绍了相关情况。

新长江路于 2014年开始招标建

设，2014年年底建成，按规定宽度
在60米以上的道路都应移交给市
里管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

能成功移交。2016年以来，示范区
管委会决定将该路路面管护工作移

交给示范区住建办管理，绿化、路

灯、管网等管护工作移交给示范区

城管中心管理，并要求城管中心在

未完成移交前先给路灯通电，电费

由示范区财政承担，管委会虽多次

开会协调，但一直未能成功移交，

导致这几年路面无人管护、路灯长

期不亮。

10月29日，示范区管委会再次
下发会议纪要，要求区国土局、住建

办牵头负责新长江路的移交工作，

实行现场固化，现状移交。同时，要

求区国土局在移交前负责前期准备

工作，并对该路的路面、绿化等进行

提升。目前，提升工程正在进行中。

“本月底，提升工程将全部完

工，其余工作也将移交完毕。”沈超

拍着胸脯说。

“只要移交到我们手中，财政支

持到位，路灯照明一定全力保障。”

示范区城管中心负责市政、园林的

工会主席张进献表示。

2019年月季洲际大会召开在
即，示范区道路建设情况关乎南阳

良好城市形象的展示。新长江路的

提升移交情况，市作风整顿办将持

续关注。⑥5

新长江路管护缺失 居民出行存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