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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义工联是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传递爱心和温暖，
我们能参于其中，用自己的技术奉献一点
爱心，感觉非常幸福！”李良胜是商丘市
义工联爱心修脚服务队队长，今年 3月，
他获得 2019 年度助人为乐“商丘好人”
荣誉称号。

李良胜是一位资深义工，也是老四修
脚堂的创办人。自 2013年加入市义工联
以来，李良胜和妻子张凤勤利用自己修脚
的特长奉献爱心，服务社会。多年来，每
逢周末和节假日，他和妻子都会带着店里
的技师，走进军营、走进“商丘好人”主
题公园、走进敬老院为群众服务。很多老
人是第一次修脚，心情很激动，感叹道：

“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真好！”多年来，李
良胜夫妇经常参加义工联组织的公益活
动，为现役军人、广大市民和敬老院里的
孤寡老人洗脚、修脚，分文不取，受益群
众3000余人。

今年母亲节，市义工联联合老四修脚
堂义工站免费为我市 22位母亲泡脚、修
脚。李良胜一边给顾客修脚一边说：“虽
然是免费活动，但是我们的服务不打折、
爱心不打折。”市义工联负责人介绍，老
四修脚堂已经连续 6年在母亲节开展奉献
爱心活动。

“能为更多人带去快乐，比啥都
强！”李良胜说，今后他和妻子还会积
极参加义工联的活动，用一技之长奉献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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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好家风

致敬先进模范

6月21日，市民在市区一家超市内选购粽子。端午节临近，我市各大商店、超市
纷纷在醒目位置摆起了粽子专柜，琳琅满目的粽子吸引众多消费者购买尝鲜。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博）夏至节气过
后，我市并没有立即出现高温天气，多
日的阴雨使本该盛夏炎炎的天气多了浓
浓凉意。本周我市或将迎来新一轮降水
过程，具体集中在周初和周末，端午假
期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

本周我市最高温度 32℃到 33℃，
最低温度 20℃到 21℃。具体预报如
下： 星期二，阴天，有阵雨、雷阵
雨，21℃/27℃；星期三，多云到晴
天，21℃/30℃；星期四，晴天间多
云，20℃/32℃；星期五，晴天到多
云，22℃/33℃；星期六，多云转阴
天，有阵雨、雷阵雨，24℃/28℃；星

期日，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
24℃/27℃。

市气象局关于生产生活的建议：做
好秋作物苗期管理，中耕除草、散墒，
苗情较弱或地力较差的地块可趁墒追
肥。做好草地贪夜蛾、粘虫、叶斑病等
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工作。注意防范雷暴
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生产
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端午假期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

俗话说，病从口入。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通过
聚餐传播的病例，给人们带来警醒与反思：围桌合食，筷来
箸往，为病菌扩散、疾病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文明餐桌宣传的深入，以及市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我市不少餐厅积极践行公筷公勺分餐制，并主动推出半份
菜、小份餐，不仅保障了顾客用餐安全，而且价格也相对便
宜，深受市民欢迎。6月22日午餐时间，记者在位于南京东
路的一家饭店看到，顾客在服务员的引导下均能做到理性消
费，根据就餐人数和每个人饭量的大小来点餐，并且每张餐
桌上都放置了公勺公筷供大家分餐时使用。

“为了确保顾客用餐安全，我们每天都会在餐前用酒精
对包间以及餐桌进行擦拭消毒，对公勺公筷进行高温消毒，
顾客就餐时会更放心，大家分餐时也都自觉使用公勺公筷，
文明用餐。”这家饭店的负责人路先生对记者说。

在八一路一家餐厅，记者看到这里每张餐桌旁都张贴着
“文明用餐、公筷公勺、保持安全距离”等字样的提示牌。
常来这里就餐的张女士说：“现在文明用餐、安全用餐的氛
围越来越浓了，我和朋友来这里吃饭时都会主动使用公勺公
筷，并且自觉做
到餐后‘光盘’
不浪费”。

公筷公勺分餐分食
文明用餐成为习惯

本报记者 李娅飞

做公益，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睢阳区香君路胜伟造型店店长王景民是一位退役军

人，在部队他学习掌握了一门过硬的理发技术，除了给
战友义务理发外，热心的他还经常为驻地群众免费理
发。服役期间，他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所在部队评
为优秀士官标兵、优秀共产党员，并获得铜质“学雷锋
荣誉章”。退伍返乡后，王景民加入市义工联，用实际
行动践行雷锋精神，为驻地群众、家乡环卫工人、单位
同事、流浪人员等义务理发，用一把剪刀服务社会，温
暖他人。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王景民多次到商丘市立医
院、商丘第四人民医院和多个社区开展免费理发服务。
多年来，他经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坚持用实际行动
践行雷锋精神，到示范区平台敬老院、睢阳区闫集敬老

院、高辛镇敬老院、柘城县流浪人员安置点、商丘武警
支队、“商丘好人”主题公园开展义务理发活动。

2019年 12月，帮扶商丘好人协会启动“商丘好人”
免费理发项目，王景民积极报名参加，他的理发店成
为 001号“商丘好人”免费理发点。谈到做公益，性格
耿直的王景民总是谦虚地说：“这不算啥，咱有这个手
艺，就应该回报社会，奉献一份爱心。”据不完全统
计，21年来，王景民为现役军人、医务工作者、环卫工
人、流浪人员、孤寡老人等免费理发 2万多人次，受到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多次被市义工联评为优秀义工。
今年 3月，王景民不仅获得助人为乐“商丘好人”荣誉
称号，还获得 2019年度河南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可谓是双喜临门。

因为学雷锋做好事，王景民遇上了贤惠能干的妻子

耿春梅。“我老家在东北，当年选择嫁给王景民，背井
离乡跟着他来到商丘，主要是看中他人好，经常学雷锋
做好事。”耿春梅笑着说。夫妻俩当年因为学雷锋结
缘，走到了一起，又在学雷锋的道路上，夫唱妇随，比
翼双飞。耿春梅不仅是丈夫学雷锋的坚定支持者，还在
丈夫的影响下加入了市义工联。多年来，他们夫妇常常
一起参加志愿服务，义务理发，奉献爱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的榜样。在父
母的影响下，王景民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也经常利用节假
日参加公益活动。一家人一起到“商丘好人”爱心早餐点
做义工，到乡镇敬老院为孤寡老人义务理发。在公益活动
中，王景民夫妇为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家风传承课。

谈起王景民，帮扶商丘好人协会会长李东亮深有感
触地说：“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家乡，王景民二十多年
如一日，为群众义务理发，传递爱心，帮助他人，并带
动更多人一起学雷锋，为构建商丘这座好人之城增了
光、添了彩。”

2019年度河南省“最美家庭”获得者王景民家庭

夫唱妇随“学雷锋” 热心公益传家风
本报记者 李岩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刘传海）艾叶飘香又端午。根据国
务院免费通行规定，我国高速免费
节日分别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和国庆节，而元旦节、端午节、中
秋节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上高
速需要缴通行费。

由于出游客流重叠，今年端午
假期道路客流以中短途自驾出行、
返乡探亲访友出行为主，市内日月
湖、近郊风景区、永城芒山旅游区
等重点景点周围道路交通压力将趋
增加，商丘辖区高速公路连霍、济
广、盐洛、商登高速公路车流量将
会明显增加。预计端午假期期间，
连霍、济广、盐洛高速主干高速公
路车流量都会比较大，特别是 6月
24 日 16 时以后和端午假期第一天
（6月25日）上午是端午假期出行高
峰时段；6月 27日下午返程车流量
会骤增，特别是 16时以后是返程高
峰，在连霍高速商丘站、睢阳站、
芒山站及夏邑、民权收费站下站通
行压力会增大，可能出现排队下站
现象，请错峰出行，错峰返程。

因商南高速公路商丘史楼互通
匝道桥（商南高速公路与连霍高速
公路互通立交连云港转南阳方向）
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需进行封闭
抢修，禁止车辆通行。原由连霍高
速公路（东向西方向）转商南高速
公路南阳方向的车辆，应选择商登
等其他高速公路绕行或提前驶离高
速公路；连霍高速公路（东向西）往
周口、南阳方向车辆，直行 7公里由
商登高速公路机场收费站下站、掉
头，沿连霍高速公路转商南高速公

路往南阳方向行驶，或在商南高速
公路梁园收费站下站、掉头，沿商南
高速公路往南阳方向行驶。

此外，连霍高速公路上跨京九
铁路立交桥路段处仍在封锁施工，
施工区域南半幅封锁施工，北半幅
双 向 通 行 ， 双 向 通 行 路 段 长
4.3km。请广大司机注意交通标志提
示，按照交通标志行驶，提前规划
好出行路线。

假期期间，部分地区可能有雷
电、大风天气，夏季团雾天气也可
能出现。连霍高速公路K411—K435
（宁陵至民权段）、济广高速K344-
K345 （双八境内） 系团雾多发路
段，高速交警提醒广大司机，出行
时可随时关注“河南高速公安”“商
丘高速公安”微信、微博或拨打

“0370-3263111”电话咨询，及时了
解高速路况等相关信息，以避开拥
堵路段。若遇雨雾天气，要注意降
低车速，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
适当增大跟车距离，保持安全车
速。此外，夏季易发生爆胎，一旦
爆胎，切勿紧急制动，避免猛打方
向。应紧握方向盘，缓收油门，努
力控制好方向，尽量将车停靠在安
全地带，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端午假期，市高速交警大队最
大限度地将警力、执法装备投入路
面，实行路面巡逻与视频巡查相结
合的勤务模式，严格检查“两客一
危一货一面包”重点车辆，从严整
治超速超员、酒驾醉驾、涉牌涉
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非法运输
及伪装运输危险化学品等 10类易肇
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隐患保平安。

端午假期高速通行不免费

商丘高速交警提醒您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天 气

出 行

端午节的习俗丰富多彩，除了吃粽子、挂艾草、
佩香囊外，赛龙舟也是端午节最热闹的活动之一。

“赛龙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拼搏奋斗、齐心协
力、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可以说龙舟精神是全民
族的精神财富！”6月 21日，端午节前夕，商丘市游
泳协会理事郭向前、王文革和夏春燕在接受采访时
如是说。

多年来，赛龙舟在南方地区开展比较多，近年来
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赛龙舟这项民间
传统娱乐项目也由南方“划”到北方，

“划”向世界各地。各地的赛龙

舟活动在中华龙舟大赛（系列站）和龙行中原龙舟比
赛的推动下如火如荼，形式也从水上龙舟扩展到了冰
雪龙舟、沙海龙舟、操场龙舟等。据了解，2019年
10月，经市教体局同意，市游泳协会联合我市多家
单位的体育爱好者开始筹备成立商丘龙舟协会，目前
已经向市民政部门提交备案申请。

我市市民喜水、爱水、知水，游泳、划艇等水上
运动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多个县（区）都已成立了游
泳协会和水上义务救援队，多次成功组织省级、全国
级的全民健身赛事，市游泳协会连续两次获得“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在商丘古城南湖和睢县、
民权举办万米游泳挑战赛等活动，受到国家游泳管理
中心、中国游泳协会表彰，授予“7 · 16全国群众游
泳活动优秀组织奖”。

近几年，随着市委、市政府加大治水项目的投
入，我市已经具备了开展多项全民健身水上活动的
基础条件。郭向前说：“当前，精准、有序开放城市
自然水域，开展水上运动，特别是全民健身活动，不

仅可以物尽其用，缓解体育健身场地的不足，也能
为我省水上运动项目打下更扎实的群众基础，储备
更多的水上运动后备力量，增加市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在商丘推动赛龙舟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活动。据
了解，河南省龙舟协会主席多次到我市调研，对于
开办赛龙舟活动的设想给予支持。目前，我市已
有 3人获得中国龙舟协会颁发的裁判员证书，持证专
业游泳教练员 40多位、裁判员 20多位、游泳救生员
50多位。当前，我市各县（区）游泳协会正在组建
龙舟队。

“嘿！赛龙舟赛龙舟赛龙舟！嘿！嗨哟嗨哟……
嗨哟嗨哟……喝一碗老酒啊！润一润歌喉，来古城商
丘咱们赛龙舟……”聊着聊着，郭向前非常激动，他
打着节拍哼唱起这首《龙舟号子》。“历经了这场抗击
新冠肺炎的洗礼，我们更加坚定了步调一致跟党走，
服务大局促发展的站位，努力让赛龙舟活动在商丘开
展起来！”郭向前充满信心地说。

我市游泳、龙舟协会致力推动赛龙舟活动“划”进商丘——

弘扬传统民俗 丰富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李岩

6月21日，工人们在民主东路人行道铺设透水地砖。建
成通车后的民主东路（运河桥至睢阳大道段）正在加紧铺装
人行道，道路绿化、照明等配套设施建设也将开始施工。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6月21日，园林工人在商都大道绿化带进行除草作业，
帮助苗木更好地生长，提升绿植景观效果，美化城市道路交
通环境。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