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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康
复权益，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我省积极优化支出结
构，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安排 2019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
金7863万元，目前已全部下达到各相关市县。

据了解，该资金主要为符合条件的 0至 6岁视力、听
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手术、辅
助器具适配、康复训练等方面救助提供保障。根据河南省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省有0至6岁残疾
儿童15.2万人，每年需救助的残疾儿童约2.5万人。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省财政将按照“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原则，
督促市县做好绩效管理工作，争取把这项重大民生实事办
实办好。 （据《河南日报》）

残疾儿童康复再添新保障
7863万元救助资金已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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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罗贵媛现在的身份不仅是
一名夏邑媳妇，还是一位快乐的“农
场主”。在夏邑县太平镇，她与爱人、
公婆、奶奶、小叔一起打理着一个占
地350亩的农场。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2018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
话，也是罗贵媛的座右铭。

2007 年，重庆女孩罗贵媛从四
川农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了重庆一
家农业公司做技术指导工作。工作
期间，罗贵媛认识了生命中重要的
另一半——夏邑小伙班庆伟。2008
年，班庆伟家里流转了近 100亩土地
种植蔬菜大棚和果树，命名为“兴
旺果蔬生态园”。而在农村长大的罗
贵媛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有一片自
己的土地，种上自己喜欢的果树，
春天开花，夏天结果，秋天收获，

冬天赏雪。就这样，两位志趣相投
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并决定一起
回乡发展。在夏邑，班家人的朴实
与厚道，让罗贵媛很快地爱上了这
片土地。

通过一家人的辛勤劳作，“兴旺果
蔬生态园”逐渐发展为“兴旺农场”，
占地面积也从原来的不到 100亩发展
到 350亩。除了扩大面积，罗贵媛认
为最重要的是优化种植结构、提高效
益产能，从原来只种蔬菜大棚、果
树，他们开始尝试养鸡、养鸭、养
鹅，种植西瓜、甜瓜、脆柿子等经济
类作物。

如今，农场里从晚春到初冬，新
鲜水果吃不尽——杏、桃、西瓜、甜
瓜、苹果、葡萄、梨、柿子，还有车
厘子、石榴、核桃、无花果等，果树
下跑着散养的大白鹅和土鸡，占地 25

亩的荷塘里有莲藕和鲶鱼。
奋斗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4年

的一场霜冻让农场里近10亩刚开花的
梨树损失严重；2015年，一场强对流
天气把罗贵媛家新建的水泥柱蔬菜大
棚全部摧毁……面对困难，罗贵媛和
家人没有被打倒，而是吸取教训，提
前预防。在水泥柱蔬菜大棚严重受损
后，全家人痛定思痛，毅然决定把农
场里所有的大棚改为更科学、更安全
的联动温室大棚。更让人称道的是，
新建的占地20亩的联动温室大棚，罗
贵媛和家人没有请一个帮手，全靠自
己在网上研究学习、购买材料，全家
人一起动手建造而成。

“有不少人会问，你们这么大园子
每年能挣不少钱吧？我总会笑着地对
他们说，我们挣的快乐更多。虽然奔
小康的道路是坎坷的，但我们的心是

暖的，奋斗是幸福的。”罗贵媛说，
令她满意的不只是农场的收获，更重
要的是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大家庭，相
敬如宾的爱人、豁达明理的婆婆、寡
言精干的公公、无私奉献的奶奶、聪
明可爱的孩子……“他们中的每个人
都是我奋斗的源泉，所以我会更加热
情地为大家庭服务。”去年，农场被
评为“夏邑县十佳现代农业园区”，
这些都是一家人在一起努力奋斗的结
果。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园区的设施
改善和升级，准备打造农业展厅，吸
引周边更多的群众来采摘、观赏。如
果有条件的话我打算办一个养生膳食
馆，全部选用我们农场天然无公害的
食材，让更多人来这里享受快乐美好
的农场生活，体验幸福的感觉。”罗贵
媛如是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本报记者 王正阳

本报讯（记者 张铨） 5月20日，记者从睢阳
区创卫办获悉，该区“小手拉大手，共创卫生
城”活动持续深入开展，学生、家长积极参与，
全区中小学校陆续跟进。

采访中，学生、家长们纷纷表示，从身边点
滴小事做起，倡导文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同时还要做创卫的宣传员，让家人及身边的亲
人、朋友了解参与创卫。学生家长李玉梅说：“作
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既是城市卫生的直接受益
者，更是卫生创建的主力军，我们有责任、有义
务为构建美丽家园出力添彩，做子女的榜样，自
觉提高自身的文明卫生素养。”

据该区创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从目前来

看，此次活动教育引导了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提高文明素养，并通过学生带动家长参
与到创文创卫活动，提升创文创卫的参与度和广
泛性，达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
响一个社区，文明整个社会”的效果明显，向社
会传递了文明创建的正能量。

该区政府分管负责人表示，“小手拉大手、共
创卫生城”活动进一步发挥了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的作用，动员广大学生和家长支持、参
与创卫，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自觉融入创卫工作。目前，活动获得了良好的传
播效果，进一步提升了大家对创卫知识的知晓
率、参与度，营造了浓厚的创建氛围。

睢阳区：

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 共创卫生城”活动

在第29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民权县团委、民权县
志愿者协会爱心家园志愿服务队携手七诺滋、彩虹堂少儿创
意美术在当地聋哑学校举行了“自强筑梦 助残共享”主题
活动。志愿者为全校60余名残疾儿童分发画纸、画笔和书
包，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每个孩子都完成了一幅自己
满意的画作。随后，七诺滋蛋糕店为孩子们准备了写有“自
强 筑梦 共享”字样的蛋糕。活动现场，孩子们的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本报记者 李岩 摄

5月20日，睢阳区税务局“跟我来”志愿服务分队来到
睢阳区特殊教育中心，举行了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
主题的爱心捐助活动，志愿服务队为孩子们带去了价值
5000元的校服、篮球和学习用品，让孩子们深切感受到政
府和全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5 月 20 日，施
工人员在南京路慢
车道铺设沥青。为
提高城市市政道路
完好率，进一步改
善 市 民 的 出 行 环
境，我市集中力量
对城区破损的沥青
路 面 进 行 修 补 翻
新，保障道路通行
质量。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5月20日，园林工人们在汉梁文化公园内清除杂草和垃圾。入夏杂草生长迅速，园林部门及时组织
人员在市区各公园绿地内清除杂草、养护花草，为市民创造优美的绿化环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近日，记者从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到，由天府绿
道串联的五大主题、100条“慢游”旅游线路正式发布，让
游客体验成都“慢生活”。

据了解，这100条“慢游”线路包括“文旅天府·博观
成都”“锦绣蜀香·闲趣成都”“尚览蓉城·潮流成都”等五
大主题，涵盖成都市规划馆、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崇德
里、88号青年空间、道明竹艺村、川西林盘、夜游锦江等
全新点位。“此次推出的 100条‘慢游’线路，其实是由成
都天府绿道将分散在全市各地的历史文化、景区景点进行了
串联，游客可以在绿道中‘慢游’，更从容地体验成都生活
美学。”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也是成
都加快构建特色化、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的重要举措。

据悉，成都全新打造的“一部手机游成都”公众服务平
台——“掌游成都”APP5月 19日也正式上线，该平台集

“游玩体验、文化服务、智旅服务、新旅游服务、旅游咨
询、旅游投诉”六大板块于一体，游客通过该APP可在线
游览成都，感受成都的现代魅力。 （据新华社）

成都推出100条“慢游”路线

本报讯（记者 祁博）本周，我市大部分地区最
高温度将达33℃—34℃，并将出现干热风，预计周六
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其他时间以晴好天气为主。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晴天间多云，15℃/
30℃；星期三，晴天间多云，17℃/33℃；星期四，
晴天到多云，19℃/34℃；星期五，多云到阴天，夜
里有小雨，18℃/33℃；星期六，阴天，有小到中
雨，部分地区大雨，22℃/26℃；星期日，阴天转多
云，19℃/30℃。

本周二，我们迎来了入夏后的第二个节气“小
满”。小满过后，虽然气温提升明显，但早晚仍会较
凉，气温日差仍较大，尤其是降雨后气温下降更明
显，因此人们要注意适时添加衣服，晚上睡觉时要注
意保暖，避免着凉受风而感冒。

市气象台关于农事的生产建议：我市小麦目前正
处于灌浆后期，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应浇好
麦黄水，防范干热风天气给小麦生长带来的不利影
响，同时及早做好小麦收获的人力物力准备，保证小
麦丰产丰收。备好玉米优良品种和农药，保证及时播
种，争取一播全苗，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本周我市或将出现热干风天气
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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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凌）5月19日，2019建业城
市运动嘉年华·商丘站系列活动在商丘师范学
院体育场拉开帷幕，激情澎湃的入场仪式、激动
人心的万人趣味运动赛、精心编排的文艺汇演、
精致可口的中原18地市美食、别具风采的创意
市集，建业+幸福生态系统一站式全体验，精彩
呈现，惊艳商丘。经过激烈角逐，建业·总部港、
建业·天筑、永城建业·联盟新城分别获得本次
趣味运动大赛的冠、亚、季军，幸运抽奖特等奖
花落商丘建业·春天里业主。

来自建业小哈佛幼儿园的 100多名演员表
演的活力舞蹈《新生活》拉开了嘉年华活动的序
幕，也拉开了32支代表队入场仪式的序幕。入
场仪式上，21个社区方队和来自建业小哈佛、
建业工程承建商、君邻会、物业团队以及商丘广
播电视台、商丘师范学院、中原银行等社会各界
的支持者方队依次入场。近千名运动健身爱好
者，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发出掷地有声的口
号，向现场观众展示着他们的别样风采。

乐享运动，火力全开。随着市教育体育局
调研员、市体育总会副主席杨军鸣枪开赛，现场
迅速进入欢乐有趣的对抗比赛环节。在《欢乐
碰撞》环节中，红队、蓝队激烈碰撞，巧妙躲闪，
在奔跑与滚动中收获了欢笑与快乐。《同舟共
济》的参赛者们同乘龙舟，协力前行，是速度与
激情的比拼，更是自由与活力的释放。《龟兔赛
跑》考验着参赛者的动手能力，让参赛的小朋友
懂得了团结、协调的重要。拔河比赛中，男女搭
配，奋力拼搏，为健康而战，为荣誉而战。

生命因运动而精彩，幸福因拼搏而升华。
经过激烈角逐，建业·总部港、建业·天筑、永城
建业·联盟新城分别获得趣味运动大赛的冠、亚、季军。伴随
着趣味运动之歌和响彻体育场的呐喊助威声，趣味运动赛赛
出了活力，赛出了团结，赛出了友谊。

创意市集上人潮涌动，建业大食堂美食充盈。在商丘师
范学院校园一隅，动感单车榨果汁、戏精大舞台、“网红”潮拍
墙，人们分分钟变成“网红”，更有中原 18地市美食，种类繁
多，让吃货们垂涎欲滴……建业+幸福生态系统一站式全体
验上演着快乐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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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阳区税务局志愿者

爱心捐助 彰显社会风尚

民权县志愿者

扶弱助残 奉献点滴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