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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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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个“香”字在民权县城群众的朋友圈刷
屏，“好香哟”成了许多民权县城群众的口头语。这一
切都源自这个小城的万棵桂花树逢秋盛开的缘故。

“白露”已过，中秋临近，眼下，不论是行走在民
权县城的庄周大道、人民路上，还是漫步在大沙河畔，
一阵阵桂花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在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晚上在江山大道路边
散步，成为陈女士近段时间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因为江
山大道随处可见桂花树，随时可闻桂花香。“好香啊，
怎么走到哪都有桂花香味！”陈女士说，她最喜欢桂花
的香味，让人觉得放松和愉悦。

“真是太香了，闻起好舒服。”在家人的陪同下走在
人民路东段的李国华，看见马路两边争相盛开的桂花，
感叹不已：“真是太美了，芬芳无比。”

近年来，随着民权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群众的幸
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据悉，民权县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为契机，以打造生态宜居城市为目标，充分发挥各种优
势，大力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全面加强了林业
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建设。进一步
改善了生态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提高了城市品位，
充分发挥了森林的生态、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民权全县共完成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任务 2.54 万亩，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至
28.7%。新建成的奥林匹克公园占地面积 237亩，绿化
面积 11.76公顷，天然的城市“绿肺”为市民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新鲜空气。民权县城群众已经享受到了“生态
红利”，民权的天空会越来越蓝，水会越来越清，空气
会越来越好。

桂花盛开香满城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冯先贺

在商丘，活跃着一支以帮扶、关爱弱势儿童为主要
目标的志愿者队伍——“与爱童行”志愿者协会。该志
愿者协会成立于 2015年，以“爱心妈妈”“爱心家长”
为主要形式，参与志愿走访 200多次，参与志愿者 200
多人，发放爱心衣物 2000多件。截至今年 8月，“与爱
童行”收到社会捐款 8.5万多元，重点帮扶 40多名儿
童。

“爱心妈妈”发起帮扶

“与爱童行”的发起人李娜是一名学龄儿童的妈
妈。她从事儿童教育培训12年，在孩子3岁左右的时候
接触了正面管教，成为了美国正面管教双证讲师，并创
办了河南心灵之悦生命智慧教育机构。由于工作的原
因，她对儿童教育，特别是儿童心理健康成长非常关
注。提起创建“与爱童行”的初衷，李娜坦言，这与她
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长大，从
小跟着姥姥生活，姥姥是一个善良、坚毅、乐观的人。
母亲在家里排行老大，一辈子勤勤恳恳操劳家务，从小
告诉我多做善事，吃亏是福，我的性格深受她们影响。”

2015年，李娜无意中看到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布
招募爱心人士帮扶贫困儿童的信息，就决定做点什么。

“那些孩子在外地贫困山区，多是留守儿童。我当时想
如果能发动身边的人帮扶身边的贫困儿童，既能抽时间
去经常看望孩子，给孩子送去一些生活和学习用品，又
可以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这可能是孩子最需要的。”
李娜想到了以“爱心妈妈”的形式，进行一对一或者多
对一帮扶。2015年 10月份，她发起了“与爱童行”爱
心公益，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农村贫困留守儿童。

探索机制逐渐完善

最初李娜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呼吁大家量力而行，
奉献一点爱心。然而在实际的帮扶中，却发现困难重

重，除了资金、物资的筹集，还要寻找合适的人选和
“爱心妈妈”。

她首先建微信群把自己的同学都拉到群里面，向大
家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同学们来自各行各业，短短几个
月时间，就募集了四五万元爱心捐款。募集善款的工作
开展一段时间后，有人对捐款的管理提出意见，认为捐
款及其用途不透明。虽然当时有专人负责收款，一个人
负责记账并及时在微信群公示，但为了财务管理更正规
化，李娜专门邀请一位在大型房产企业任专职会计的专
业人士负责“与爱童行”的记账，定期收支后公示。在活
动中，李娜发现，很多爱心人士积极捐款，但很难抽出
时间参与线下活动、担任团队成员，因为这要占用额外的
精力和时间。她就通过微信发布招募信息，大家根据自
己的特长和时间自愿选择职务。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

“与爱童行”志愿者协会第一次志愿者代表会议顺利举
行，他们自己制作PPT，分享“与爱童行”宗旨，提出志
愿者要求、爱心家长条件和协会愿景。

通过微信传播，“爱心童行”的社会影响在逐渐扩
大。第一次志愿者代表会议召开后不久，李娜突然接到
一个电话，有人提供了柘城县牛城乡大孙庄一个家庭的
信息。通过实地走访，确认家庭情况后，他们在群里招
募“爱心妈妈”，“爱心妈妈”带上生活物资和衣服，定
期走访看望那个家庭的孩子。有时“爱心妈妈”会接孩
子到自己家里，给孩子洗澡、带孩子理发。

在今年暑期开展的帮扶活动中，“爱心妈妈”们顶
着高温进行走访，带着物资看望帮扶孩子。有的“爱心
妈妈”还将孩子接到家里，带孩子理发、游泳、娱乐，
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孩子成长和心理状况，帮助孩子健
康成长。

爱心分群处处开花

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带动下，除最早的柘城群，

“与爱童行”还设立了商丘、郑州、广东爱心分群。尤
其是广东一位爱心妈妈姜雪梅，经常组织在外地的老乡
捐款捐物。

当然，做公益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还会遇到矛盾
和误解。有一段时间，李娜情绪很糟糕，爱人看到了就
对她说：“你不要再做了，做好事还惹来一肚子气，别
人还不理解。”心情低落到谷底的时候，她也有过犹
豫，想过放弃，但想想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她还是
选择了坚持。目前，“与爱童行”创建了公众号“与爱
童行爱心公益”，在这个微信平台，会定时发布活动信
息，招募志愿者和“爱心妈妈”。从2015年到现在，他
们不断完善帮扶措施，不间断帮扶了 40多个孩子。小
学阶段的孩子更多地需要“爱心妈妈”的关爱，王思
捷、耿超颖等“爱心妈妈”就带领大家定期走访孩子，
陪孩子过生日，接孩子到家里住，对待孩子视为己出。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升入高中的
孩子会获得长期资助，每月由爱心人士把钱汇至孩子的
银行卡上。

心里有爱，才能远行。团队的成长壮大离不开每个
参与者的支持，离不开“爱心妈妈”的付出。谈起下一
步的发展，李娜说：“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协会要想
长久存在发展，还需要细化规章制度、管理措施。协会
的长久发展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爱心人士施展爱心有了
平台，需要救助的儿童也能够及时得到帮助。”

“与爱童行”：爱心点亮多彩童年
本报记者 司鹤欣

游泳是一项对身体非常有益的体育运动，自 2006年
元旦商丘市游泳协会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我游泳、我
健康、我快乐”的理念，多年的坚守、丰富的活动、广泛
的参与让市游泳协会成为全市群众性体育工作的排头兵，
多次受到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游泳协会的表彰和
奖励。今年8月底，市游泳协会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截至目前，市游泳协会下辖县（市）区游泳协会、俱
乐部14个，注册会员4500人（含县区级会员），经常参加
游泳锻炼的游泳爱好者4万多人，影响和带动近10万人参
与游泳健身活动。

服务立会

“在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中，市游泳协会将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既突出了游泳运动的竞技性，又突
出了游泳运动的健身性和娱乐性，每年比赛都吸引了大批
各年龄段泳友参与，‘我游泳、我健康、我快乐’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市游泳协会主席胡新华如是说。

市游泳协会由于泳友会员众多、社会联系广泛、活动
丰富多彩，每年举办的几次大型活动均得到政府部门的高
度重视和社会各届的大力支持，目前已经形成了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

每年元旦的冬泳文化节，突出热烈、欢快、和谐的运

动文化特色；每年的“全民健身月”游泳锦标赛，突出游
泳的竞技特色，提高全市泳友的技术水平；每年的商丘古
城公开水域万米挑战赛，突出古城特色和“铁人”精神，每次
都有近千人参与，近百名游泳协会会员成为“游泳铁人”。

另外，每年的青少年游泳比赛和中老年游泳比赛均特
色鲜明、特点突出，让企业深度参与，达到了政府主导、多方
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

活动兴会

今年 8月 8日是全国全民健身日，市游泳协会在古城
南湖举行万米游泳挑战赛，市游泳协会千余名会员和群众
积极参加活动，经过激烈的角逐，方志英以3小时25分的
成绩获得女子万米挑战赛第一名，龚浩以3小时19分的成
绩获得男子万米挑战赛第一名。

市游泳协会坚持“服务立会、活动兴会、发展强会”
的宗旨，大力开展游泳健身活动，每年组织元旦冬泳文化
节、“全民健身月”锦标赛、青少年游泳比赛、中老年游
泳比赛和公开水域万米游泳挑战赛等 5至6次全市性大型
活动以及近 20次县（区）协会活动，每次组织活动市游
泳协会都把突出政治导向、展现和谐健身、活动丰富热
烈、严防水上事故放在重要位置，避免任何事故的发生，
受到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表扬。

市游泳协会常务副主席郭向前告诉记者，2016年全

国“7 · 16”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50周年大型活动，商丘
作为全国活动的一个重点站点，近千名群众云集古城南
湖，声势浩大，气氛热烈，影响面广，在全市获得良好的
反响。2016年 12月，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授予市游泳
协会“全民游泳健身活动最佳组织奖”。

发展强会

“加油、加油……”今年 8月 26日，由市游泳协会参
与组织的“中原银行杯”少儿游泳比赛在市艾特游泳中心
举行，200余名小选手用坚持和拼搏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
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我市现有正规游泳场馆 18处，临时性场馆和自然水
域游泳场所42处，在建场馆5处。据市游泳协会秘书长郭
斌介绍，为了给全市游泳运动创造良好条件，市游泳协会
将其中 10家大型场馆纳入团体会员，加强日常管理，帮助
开展救生员、教练员培训等工作，既规范了场馆的经营活
动，也为游泳协会开展经常性活动提供了场地保障。

市游泳协会注重与河南省辖市各游泳协会的交流，加
强与豫鲁苏皖接壤城市的联系，每年组织经常性的游泳比
赛，推动了各地游泳协会的交流和发展。2016年5月，在
全国青海抢渡黄河挑战赛中，曹雁获个人单项第 5 名。
2016年，在河南省首届冬泳邀请赛上，杜美芳获女子青
年组 50米蛙泳第二名、50米自由泳第二名，曹雁获女子
中老年组50米蛙泳第二名、50米自由泳第三名。

市游泳协会副主席黄伟告诉记者，游泳这项运动在商
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市教体局历来也重视青少年游泳运
动，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室内游泳馆，开设了游泳
课。近年来，我市先后成立了 14 家青少年游泳培训基
地，青少年运动员多次在全国和省级游泳比赛中获奖，先
后向国家、省级专业队和行业体协输送专业运动员 40余
名，促进了青少年游泳运动的快速进步，推动了全市群众
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

我游泳 我健康 我快乐
——写在商丘市游泳协会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之际

本报记者 李 岩

为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改变老旧街道“脏乱差”
等问题，我市对城区老旧街道进行全方位改造，改造
后的街道整齐漂亮，大大提升了城市颜值，改善了人
居环境。

改造老旧街道
提升城市颜值

文/图 本报记者 崔 坤

2014年拍摄的青云街改造后的青云街面貌一新

关键词：【敬标准军礼的老兵】

事件回放：原南京军区副政委张玉华因病医治无
效，9月 10日在南京逝世，享年 101周岁。抗战中，
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手和大腿，一颗子弹至今还留
在老人体内。九三大阅兵，老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网友热议：
难忘九三阅兵时的标准军礼，那是战斗英雄的风

采；难忘张玉华倾心于慈善，那是中国好人的“标
配”。而今，老人辞世，留下的是“不搞遗体告别，所
有器官都捐赠”。有大功、有大爱、有大德，我们也该
向这位活得特别纯粹的老人敬个礼。

——人民微评
虽然我不了解老人的英雄事迹，但作为开国将军，

他肯定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老人一路走好！
——柳一秋

将军百战威名在，青山有幸埋忠骨！
——可爱的白菜菌

关键词：【两分钟的开学典礼】

事件回放：9月 10日，原定一个小时的中国科学
院大学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因为突然下雨，仪式仅
用了两分钟即宣布结束。仪式安排只有升国旗、奏唱
国歌，以及白春礼院士两句话的演讲，随后典礼主持
人——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宣布典礼结束。

网友热议：
最短开学典礼，获得好评如潮，因为世人看到了

尊重，体会到了务实。科学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
藏在这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中。把学生健康放在
第一位的大学，一定是有情怀的大学；一所求真务实
的大学，一定是有前途的大学。

——人民微评
不搞形式主义，这才是真正的务实求真，是言传

身教的德育典型示范。
——淹没在人潮

下雨了马上停止，展示出务实的精神；下雨了坚
持开，显示出坚韧的作风。两种情况，都是生动的一
课，都值得我们点赞！

——thebanker

关键词：【入职三天就宣布怀孕】

事件回放：近日，宁波一女员工入职才三天就宣
布怀孕，产假结束提出辞职。一年多的时间，公司给她
照发工资、照交社保，事后公司负责人表示“很受伤”。

网友热议：
这位女士的的做法是有点不对，但换位思考一

下，她是不是也无奈，如果不隐瞒怀孕事实，哪个企
业能录用她？如果没有薪水，她在孕期的生活是不是
会受到影响？ ——niu8niu7

希望能出台更好的政策和法规，来关爱怀孕妇
女，同时也不要让她们所在企业的利益受多大损失。

——王国营
法律虽对女性权益有特别保护，但孕期、产期、

哺乳期并不是护身符，女职工有遵纪守法的义务。
——好好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