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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南阳市总工会全力

打造职工婚恋交友服务

品牌，将于今年 8月 3日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相约在七夕·牵手

共筑梦·建功新时代·为

爱要行动”单身职工婚

恋交友大型公益联谊活

动，注册报名请到南阳

市总工会二楼职工鹊桥

服务中心或登录豫工惠

婚恋 APP平台。

报名电话：

63509066
63507691

千里姻缘工会牵
幸福鹊桥工会建

今年 6月底，在林伯渠故居景

区内，林伯渠生平陈列馆正式开

馆。人们伫立在展厅橱窗前，听讲

解员讲述这位“革命老战士”不平

凡的一生。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

澧人，1886 年生。从青少年时代

起，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族

灾难的深重，忧国忧民。1904年春，

林伯渠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中国

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

克思主义。从此，林伯渠将毕生的

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20 年 8 月，林伯渠经李大

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

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

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

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

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

部长、财政部部长，并于 1934年 10
月参加长征。

参加长征时，林伯渠已年近半

百。长征路上，林伯渠有五件宝：

棍、帽、草鞋、粮袋、军包。他常常

说：“行军带上五件宝，不怕目的达

不到。”每次行军，林伯渠总是一手

提小马灯，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

来的拐杖，照顾着同志们。红军女

战士李坚贞回忆说：“他的小马灯

从来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

着大家。”

1937年 9月至 1949年，林伯渠

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

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

献。1937年起，他多次担任国共谈

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

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被

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

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
年 5月 29日病逝于北京。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

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于律己、

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日记中

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

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

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林伯渠同志的一生是彻底革

命的一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战斗

的一生。”临澧县林伯渠故居纪念

馆馆长严清涛说，无论是旧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

个历史阶段中，林伯渠始终站在革

命斗争的最前列，以他对革命事业

的无比忠诚，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

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⑥4
（据新华社）

林伯渠：始终站在革命最前列

林伯渠像 （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郑州 7月 30日电 记

者从河南省人社厅获悉，为根治欠

薪，解决年关“讨薪难”，河南省人

社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开展根治

欠薪夏季行动。

这次行动由河南省人社厅会

同河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

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

厅、省国资委等部门开展。主要

针对省内各类在建项目和已经

竣工但仍存在欠薪的工程进行，

以集中解决一批长期未解决的

历史遗留欠薪问题，做到国企项

目和政府投资项目欠薪案件“两

清 零 ”。 行 动 将 于 8 月 26 日

结束。

为配合好这一行动，河南省加

快推行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督系统，

积极推进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和工

资支付监管信息化工作。相关部

门将对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农民工

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工资保证金及维权信息公示制

度等各项工资支付保障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制度落实

到每个在建工程项目，着力规范企

业日常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

近年来，河南省多部门联动实

施“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农民

工欠薪案件、涉及人数和金额连续

三年大幅下降。今年上半年，河

南省共立案办结工资类案件 2044
件，为 4.27万名劳动者追讨工资

报酬 3.52亿元，其中为 2.55万名

农民工追讨工资报酬 2.91亿元，欠

薪案件、欠薪农民工人数和金额比

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53.1%、34.1％
和 50.1%。⑥5

我省开展根治欠薪夏季行动

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

家，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趋势，不断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保障覆盖面，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老年宜居环境

建设持续推进，敬老养老助老的社

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中国

老人，感受暖暖“夕阳红”。

嵌入式社区养老
护理：让老人不再“看
病难”

“早上 8点就有专人来门口接我

去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做康复训

练，到下午 5点半再送我回家，服务

非常周到。”家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

区岩泉街道 84岁的赵秉佑老人说。

老人有 20多年糖尿病史，这两年右

腿病情恶化，需要拄拐杖行走，家人

帮她联系了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老

人身心状况得到改善。“除了帮助老

人做康复，这里还解决社区老年人

的一些生活问题，包括提供中餐、晚

餐、洗澡等服务。”护理师李红燕

介绍。

近年来，丽水加强适老宜老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

务，为老年人营造安全、便利、舒适

宜居的生活环境。“我们积极推进嵌

入式养老护理机构建设，尽力满足

老年人‘离家不离社区’的养老健康

需要。”丽水市副市长卢彩柳介绍。

目前，全市已建成 1842 个覆盖城乡

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统

一引进 9家专业养老照护机构，提升

服务专业化水平。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则以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支撑，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平台，根据老年人健康

状况和服务需求，分层分类设计签

约服务包，为老年人提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

80多岁的蔡大爷家住攀枝花市

仁和区，患慢性疾病高血压和糖尿

病多年，因“脑梗塞”导致肢体活动

受限，去医院看病是一件非常麻烦

的事情。与医疗机构签约“家庭医

生慢病管理”服务后，蔡大爷在家就

可使用便携式智能设备测量血压和

血糖，数据实时上传至慢病管理平

台，由专业的团队进行处理。老人

可通过线上挂号、复诊以及免费的

药物配送，在家门口就能拿到调整

后的药品。

“医养结合”：让老
人病有人医、老有人养

医疗机构不能养老，养老机构

不能看病，医养“两张皮”长期以来

制约着老年健康事业的发展。对

此，各地进行“医养结合”模式的

探索。

在攀枝花市攀西医养结合（康

复）示范中心，78岁的曹洪友老人每

天都要起身行走一会儿。此前他因

病已经 5年多无法下床了，女儿觉得

不可思议，更感到惊喜。

攀西医养结合（康复）示范中心

是一家“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有

专业护理人员，也有全科医生团

队。2018年 1月 8日，患有 2型糖尿

病、脑梗塞、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

等多种疾病的曹洪友老人入住中

心。当时，老人意识模糊、言语迟

钝、四肢无力；由于长期卧床，全身

多处压疮，腹部及四肢布满水泡，感

染严重。

中心立即请各科专家对其进行

联合会诊，制定治疗方案，通过积极

治疗原发疾病、营养膳食、细心调

养，老人的病情迅速好转。中心主

任杨晓丽说，医院办养老，实现了医

疗、护理、养老、康复、养生的无缝连

接，入住的老人可以享受到医疗、护

理和康复的“一站式”服务。

江苏省常州市则坚持养老与医

护相融合、多种优惠吸引社会资

本，建成了 7个特色康养产业发展

板块。

金东方颐养中心是常州成立较

早的一家社区养老机构，建有 1789
户老年住宅和 500 张床位规模的医

院、500 张床位规模的护理院，收住

着近 3000 名健康老人、介助老人和

介护老人，其中百岁以上老人 4名。

83岁的余美玲在金东方颐养中心住

了 1年多，她说：“这 1年来身体状况

比原来好多了，和其他老人一起生

活，热闹了，心情舒畅。”

打通农村老人“医
养结合”最后 1公里

任淑连今年 85 岁，是一位老党

员，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下

田村的“颐养之家”负责日常管理工

作。老人介绍，入“家”的老人们不

仅解决了一日三餐，更得到了精神

慰藉，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2016年以来，为破解农村留守、

独居和困难老人养老问题，江西省

新余市探索“党建+颐养之家”农村

居家养老新路，明确村支书、村委会

主任或村小组长作为“颐养之家”责

任人。截至目前，新余全市 414个行

政村建成 736个“颐养之家”，入“家”

老人 9215 名，实现了所有行政村和

有需求老人全覆盖。

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岗镇

的医养服务中心，记者看到，老人们

有的在看电视聊天，有的卧床休

息。中心内窗明几净、设施齐备，区

域划分明晰。

“过去政府每个月也给发钱，但

我下不了床，也没人照顾，有钱也没

法花。”81岁的老人朱纪青说。老人

下肢活动不便，常年卧床，背上长满

褥疮。去年 1月，他被接到魏岗镇医

养服务中心。朱纪青说：“这里一日

三餐两顿荤，天天有人照看，还有医

生来查房，身上的褥疮也痊愈了，平

时还跟大家唠嗑解解闷，没想到老

了还有这样的福气。”⑥4
（据新华社）

各地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

“中国式养老”温暖“夕阳红”

爱国情·奋斗者
2017 年 10 月 ，阿 联 酋 阿 布 扎

比。在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颁奖典

礼上，一名穿着黄色上衣和白色长

裤、手举五星红旗的 19岁小伙子，从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特利手

中接过大赛唯一最高奖“阿尔伯特·

维达尔奖”，面向观众激动地连声呼

喊“中国！中国！中国！”

世界技能大赛有着“技能奥林

匹克”之称，首次参赛的宋彪一鸣

惊人，拿下工业机械装调项目金

牌，以大赛最高分从 68个成员国家

和地区的 1200 多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登上“世界技能的巅峰”，勇

夺“金牌中的金牌”——“阿尔伯

特·维达尔奖”，成为首位获得该

荣誉的中国选手。

“那一瞬间，我感觉所有的付出

得到了回报。”宋彪回忆说。

宋彪来自安徽蚌埠农村，平日

腼腆少言。中考时，没能考上理想

的高中，当时很失意。在父亲的鼓

励下，他从挫折中站了起来。

“没拿好笔杆子，就拿好工具

吧，我要重新定义属于自己的‘成

功’。”抱着这样的想法，宋彪来到江

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成为机械工程

系模具制造专业的一名学生。

自己选的路就要努力走好。第

一学期，宋彪的成绩并不突出，他

经常在空余时间找老师请教专业知

识和技能，半年后进步明显。学习

上的成就感让他恢复了自信，并利

用 更 多 时 间 埋 头 在 车 间 里 琢 磨

技能。

在校期间，宋彪连续获得学院

特等奖学金，并在江苏省第一届技

能节中崭露头角，获得参加世界技

能大赛的敲门砖，并在此后的省级、

全国选拔赛中一路晋级。

“工业机械装调项目涵盖了钳

工、焊工、车工、铣工、工业装配

等多项技能，需要十八般武艺集中

在一个人身上。”宋彪的教练杭明

峰说，一年多的备赛时间里，他每

天布置的训练量在 8 到 10 小时左

右，而宋彪还给自己加两个小时，

夏天在近 40摄氏度的高温车间里坚

持训练。

在 阿 布 扎 比 的 决 赛 分 4 天 进

行，选手需要在 20个小时的比赛时

间里制作并调试一台脚踏式净水

器。前 3 天，宋彪完成得很顺利，

但第 4 天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裁判走过来说，前一天的计时出

了 问 题 ， 中 国 选 手 少 计 了 半 小

时。”宋彪说，“当时整个计划都被

打乱了，大家都开始操作了，我们

只能在休息室里等。”

宋彪暗暗告诉自己，要静下心

重新计划，保证完成进度，虽然比别

的选手晚半小时开始，但凭借扎实

的基本功和高超的装配技能，他还

是率先完成了比赛。但是，在试机

环节，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宋彪在净水机上踩了近 15 分

钟，机器还是没有出水。“如果无法

出水，就意味着 12分功能分要全部

扣掉，当时都感觉没希望了。”

裁判检查发现，问题出在主办

方提供的一个部件。“换了部件以

后，我又去踩了几分钟，水就流出来

了，当时我想，自己用 4天的时间做

出来一台净水器，而且净化出来的

水看起来很干净，就尝了尝，觉得水

真的很甜，有自己的汗水在里面。”

宋彪说。

赛后，宋彪和团队其他人激动

地抱在了一起，他感慨地说：“原来

人生还有这样一种方式，拥有精湛

的技能，一样可以让生命熠熠生

辉。”

2017年 11月，国家人社部重奖

宋彪 30 万元，授予他“全国技术能

手”称号，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2018年 1月，江苏省政府为宋彪记个

人一等功，破格授予“江苏大工匠”

称号并奖励 80万元。江苏省人社厅

还认定宋彪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现在，即将毕业的宋彪担任江

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备战第 45届世界

技能大赛工业机械装调项目集训选

手的助理教练，并准备赴德国留学

深造，学成后回校任教。他表示，要

从“圆梦者”成为“造梦者”，将自己

的技能经验传授给更多的有志青

年。⑥2 （据新华社）

登上“世界技能巅峰”的追梦者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何崎鹏）7
月 29日，镇平县卫生健康委举行全

县卫生健康系统“医德医风提升年”

主题演讲决赛，传递爱岗、敬业、奉献

的正能量。

10 名参赛选手精心准备，用生

动的实例和感人的事迹抒发了爱党

爱国爱岗之情，精彩的演讲赢得台下

评委和观众们的阵阵掌声。经过激

烈角逐，最终产生一等奖两名，二等

奖 3名，三等奖 5名。

此次活动充分展示了该县卫生

健康系统干部职工爱岗敬业、乐于奉

献的精神风貌，比出了干劲，赛出了

风采，营造了人人争做健康卫士的浓

厚氛围，为推进“健康镇平建设”打下

了坚实基础。⑥2

举办演讲比赛
倡导敬业奉献

本报讯 （记者洪 塔）昨日，记

者从市气象台获悉，未来三天我市

受低槽和副高边缘西南气流影响，

局地有强对流天气，可一解连日来

高温天气的“烤”验。同时，居民注

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

等影响。

市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金

炜介绍，中国气象学上，气温在

35℃以上时可称为“高温天气”，如

果连续几天最高气温都超过 35℃
时，即可称作“高温热浪”天气。高

温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气温高

而湿度小的干热性高温；另一种是

气温高、湿度大的闷热性高温，称

为“桑拿天”。从 7月 21日以来，我

市持续出现最高气温在 35℃以上

的高温天气 ,其中 28日最高气温达

到 37.4℃。未来几天，降雨可稍稍

缓解我市的高温天气，但居民需注

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安

全隐患。

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具体情况

预报如下：7月 31日，多云到阴天，

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西南风 3 级左右,气温 25℃～

33℃；8月 1-2日多云到阴天，有阵雨

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

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⑥6

强对流天气将影响我市

日前，内乡县教育系统组织第一批 100 名党员干部和优秀教师走进革命圣地延安，接受红色洗礼，获取精神

内核 ⑥4 通讯员 李勇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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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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