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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卧龙区车站街道的工
作人员早早来到单位，简单打扫
卫生后，以全新面貌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

上午8时30分，街道党工委书
记刘洪岑在会上要求，各班子成员
对各自口线、社区开收心会，讲明
工作纪律，按时上下班，严禁做与

工作无关的事；街道纪工委加强督
查，及时通报各科室、社区工作人
员在岗情况；各社区以网格为单
位，逐网格排查楼院、背街小巷环
境卫生及秩序情况；开展安全生
产、“两违”大排查。此外，积极安
排各社区精心组织正月十五、十六
期间的群众文化活动。（高 雪）

车站街道
召开会议提振精气神

实践“四力”
贴近民生

昨日早上 8点，室外气温接
近零摄氏度，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刘太营安置房项目的挖掘机司
机张师傅已经在进行土方开挖作
业了，目前张师傅已经在工地工
作了五六天。挖掘机班负责人告
诉记者，大家从大年初三就开始
干活，最多时 7台挖掘机同时作
业，司机师傅们每天只要一上挖
掘机，就至少要干8个小时，中午
休息半个小时，吃饭都是在挖掘
机上吃的，为了保证工程进度，晚

饭后休息一下还得加会儿班。
“我们是 2018年 11月底开

的工，前段时间把场区和周围村
子进出的道路进行了硬化，近期
集中力量进行土方开挖作业，目
前已经开挖土方 40万立方米。
这个月底，场区的临建就能搭建
完毕。”项目工地的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项目设计总建筑面积约
47.5万平方米，包括37栋住宅楼、
1栋托老所、1栋幼儿园等。

（赵 洋）

刘太营安置房项目
土方开挖40万立方米

伴随着“新年好”的声声祝
福，市科协领导到市科技馆办公
室、展厅慰问工作人员，并对科技
馆工作提出了新的期望和要求，
督促科技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建立考评机制。

昨日上午，记者在市科技馆看
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此玩耍。
在二楼的错觉旋转梯、力量挑战等
设备前，不少孩子愉
快地玩耍，有工作人
员在现场为孩子们提
供咨询和帮助。“科技
馆里有不少好玩的东
西，今天免费开放，趁
现在孩子还没开学，

带着过来转转挺好。”市民刘小姐
表示，春节期间没地方去，市科技
馆是个不错的选择。

据市科技馆工作人员介绍，
春节假期，市科技馆农历正月初
四正常开馆，每天上午 9时至下
午5时，中午不闭馆，为市民和孩
子 提 供 一 个 科 普 娱 乐 的 好 去
处。 （高 雪）

市科技馆
开馆为市民提供科普

“ 作 为 南 阳 市 长 跑 运
动协会的一名队友，我参
加 跑 步 活 动 已 有 近 20年
的 时 间 。”南 阳 市 长 跑 运
动协会副会长祁晓松在采
访中告诉记者，跑步已经
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20年来，祁晓松参加了
国内很多场马拉松比赛，如
郑开、厦门、北京、武汉、襄
阳，还有南阳本地举办的马
拉松跑步活动和独山越野
比 赛 。 提及现在“马拉松
热”，祁晓松颇有感触地说，
跑步已成为了一个“全民话
题”，在社交媒体上晒跑步也
成了一种时尚，同时也衍生
了“跑步经济”。“像我身边的
跑友，经常出去参加国际的
马拉松比赛，要购买装备、请
专业教练指导、购买保险，
加上吃住行，可以说跑步运

动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给赛事举办地和企业创造了
巨大经济效益。”

“新的一年，协会将借
助 4月份在南阳举办世界
月季洲际大会的契机，在
新区宽阔路段举办一些跑

步活动，宣传南阳的重大
体育活动，吸引全国各地
的朋友来南阳游玩。”祁晓
松满怀激情地说，将继续
坚持长跑，尽量多地参加
长跑活动。②2

（高 雪 文/图）

长跑爱好者祁晓松 推广南阳体育赛事

今年 31岁的露子是我
市一名瑜伽从业者，提及自
己走上瑜伽从业的道路，露
子告诉记者，2008年在南方
工作时，因体型过胖开始练
习瑜伽，后成功瘦身，有了可
以代课瑜伽的机会。“从那时
起，我就选择了从事瑜伽这
一工作。”露子表示，2012年
从外地回到南阳后，继续选

择 在 一 个 瑜 伽 馆 代 课 。
2016年，她和一位志同道合
的瑜伽爱好者着手开办自己
的瑜伽馆。

为了办好瑜伽馆，露子
和几位代课老师每年都要
外出进修两三次，并把学习
的新的瑜伽练习体式和理
论带给学员。现如今，已经
开办管理了 3家瑜伽馆，加

盟合作 3家。“春节刚过，馆
里将围绕瘦身方面设置瑜
伽课程，满足节后人们健康
需求。”露子表示，新的一
年，自己将继续主攻瘦身瑜
伽，推出马甲线、塑臀等不
同的课程，3月份将到安徽
学习，以专业的技能和态度
为更多瑜伽爱好者带去健
康生活。

瑜伽从业者露子 专业创造健康生活

“借爱好不谋而合进芳
华，凭兴趣志同道合入书
社。”这是芳华书社在春节期
间开展对对联活动时，书社
的成员写的对联。李廷亚作
为书社发起人之一，接受采
访时表示，春节期间，在书社
微信群中开展了传统文化解
读系列、对对联活动等，让书
友们体会到浓浓的节日氛

围。
喜欢看书的李廷亚是市

一中专业心理咨询师，2017
年，她和几位朋友在微信上
组建了一个群。“一开始都是
身边爱好读书的朋友，后来
书社队伍庞大起来，现在已
经有了100多名书友。”李廷
亚表示，公益书社组建后，定
期开展一些讲座、书会等活

动，最近书社正在准备开展
一个关于南阳历史、本土文
化方面的讲座。此外，根据
兴趣爱好划分成了不同组，
开展茶艺、亲子教育等活动。

“我去年读了大概50本
书，今年春节期间，利用闲暇
时间已经读了 3本纸质书，
今年至少要读 50本。”李廷
亚告诉记者。

公益书社李廷亚 读书陶冶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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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跑爱好者祁晓松（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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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有新貌 齐心开新篇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记者到乡村、下工地、访部门，直击各单位部门新年新气

象。所到之处，一派蓬勃向上景象，大家均以良好状态，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展望
2019年的新生活，为2019助力加油。

新春伊始，卧龙区民政局分
包蒲山镇马营村、刁沟村扶贫的
驻村工作队，就在局长张天奇的
带领下，逐个走访分包的贫困
户，了解他们的需求，现场解决
问题。

刚一到孤寡老人司丰会的家
里，驻村工作队的成员就拿起扫
帚、抹布，帮老人打扫卫生，收拾厨
房，整修院落，还送来了一套崭新
的桌椅、电饭锅等生活用品。老人
平时一个人生活，一看到工作队就
像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真诚的关
怀让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同时，该单位分包的蒲山镇
刁沟村 70岁残疾老人韩成章家
里，也是暖意盈盈，笑声不断。驻
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谢弢同志和帮
扶队员们，来家里看望他，询问身

体状况的同时，了解老人生活中
的实际困难，有针对性地制订帮
扶措施，帮助老人早日脱贫。

可以说，蒲山镇马营村和刁
沟村是卧龙区民政局驻村工作队
的另一个家，因为这几年来，他们
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其他任何
地方都要久，付出的努力比其他
任何地方都要多。张天奇告诉记
者，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支持和联
合爱心企业、爱心单位、两新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主动与乡村两级
对接，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开
展技能培训，让他们学习掌握一
技之长，增加自主脱贫的内生动
力。同时，加强对扶贫基地的扶
持力度，为贫困户增加收入，保障
他们如期脱贫。

（赵 洋 通讯员 张晓征）

卧龙区民政局
新春为贫困户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