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志愿服务的理念是什么”
“如何做好志愿服务”……这些问题你都
知道吗？8月5日下午，经开区志愿服务
“七进”活动第二场走进了潮河办事处瑞
锦社区桂香苑，活动围绕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普及、志愿者招募和法治宣传等为
主题，吸引了辖区近 100名志愿者参加，
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吸引了约 400名群
众参与。

此次文艺演出旨在传播传统文化，
普及“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的
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节目设置有中原地区
传统曲剧、川剧变脸、古筝合奏、杂技表演
等。节目中穿插了“有奖问答”环节，向观
众提问市民文明素养的相关问题，“什么
是志愿者”“志愿者精神是什么”“志愿服
务的理念是什么？”观众纷纷抢答，现场气
氛十分热烈。“绿城使者”志愿服务进社区
活动让观众在文艺演出、互动问答中了解
民族运动会和志愿服务小知识，增强文明
意识，通过精彩的节目与辖区居民一道共
享民族盛会的欢乐气氛，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增光添彩。

同时，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志愿者信
息咨询登记处，为辖区群众提供登记注
册、志愿服务咨询等，吸引辖区群众积极
参与、踊跃报名加入志愿者队伍，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活动现场，“绿城使
者”志愿者代表向大家发起倡议，希望大
家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
做起，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提升辖
区城市环境和精神文明素养，也希望社
会各界以各种方式继续关心、支持经开
区志愿服务工作，形成人人争当志愿者
的良好氛围，掀起志愿服务热潮。鼓励
居民文明出行、爱护公共环境，遵守秩
序，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希
望大家一起投身于志愿服务事业当中，
让经开区因为志愿者的存在更加美丽，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打造“人人都是志愿
者、人人都是主人翁”的社会志愿服务
热潮。

在活动现场还有彰显中原特色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出，志愿者设置宣
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宣讲《志愿
服务条例》《郑州市文明条例》。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本报讯 近日，经开区九龙办事
处组织辖区志愿者开展“啄木鸟”行
动，以“随手拍”形式开展自查自纠，
同时实施“马上办”工作机制解决问
题，效果显著。

九龙办事处将辖区划分为 7个
行政村和 7个社区（筹备组）共 14个
片区，每个片区均由办事处分管领导
分包督查督办，根据沿街商户分布，
建立了7个商户联合会，由各社区负
责“门前四包”工作开展，路队人员日
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得到了及
时处理。除此之外，还发动办事处干
部职工、沿街商户、社区以及辖区群
众一起找问题、想办法，把自己看到
的问题以“随手拍”形式记录下来，能
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
随即上传到路长制和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微信群，由专人进行问题梳理分
类，村、社区（筹备组）主动认领任务
并限期整改。近 20天时间，“啄木
鸟”已发现并督促整改车辆乱停乱

放、出店占道经营、道路及绿化带保
洁不到位、人行道砖破损等各类问题
1500余处。

“啄木鸟”志愿者行动让环境综
合整治全天在线，倒逼思路创新、方

法创新，工作效能明显提高，掀起了
九龙办事处红旗街道办事处创建及
环境整治提升攻坚的一个小高潮，居
民满意度大幅提升。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城市综
合环境质量，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推进全办志愿服务
活动制度化、常态化运行，8月 2日，祥
云办事处持续开展“绿城使者”志愿
服务活动，为营造有序、安全、文明、
和谐、洁净的生活环境贡献一份力
量，办事处班子成员、机关干部、村组
干部、志愿者及环卫工等 1000余人参
加了活动。

活动中，“绿城使者”志愿活动采

用“1+1+N”模式，坚持点、线、面结合
推进，志愿者们不惧脏累，充分发挥
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深入辖区各行
政村背街小巷清理杂物堆放、捡拾垃
圾、清理杂草、清除小广告，帮助危旧
住房群众搬家、设置安全警示牌、疏挖
拓宽河道，确保汛期辖区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等系列活动。同时引导辖区群
众争做文明城市的示范者、引领者、
宣传者，提高群众支持率和参与度，
形成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

尚，以实际行动为城市文明素养提升
做出积极贡献。

“绿城使者”志愿服务活动的持续
开展有利于营造“人人是郑州形象，
个个是文明使者”的良好氛围。下一
步，祥云办事处将持续组织志愿者积
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努
力提升辖区居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
的文明程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卢亚兰

祥云办事处
“绿城使者”志愿服务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本报讯 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落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8月5日，京航办事处党员志愿者到
大王庄村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志愿活动。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细胞，家风正则
民风淳，民风淳则社风正。志愿者组织

群众开展“大手拉小手，弘扬传统家风”
好家风创建活动，组织学生和家长收听
“四讲四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音
频、视频，通过雕塑、漫画、科普等表现
形式诠释主题精神，践行“图说我们的价
值观”宣传理念，发放宣传手册、小扇子等
纪念品，提升群众对家的认同感。真正让

人们在活动中感受教育，养成美德善行，树
文明新风。

此次活动，弘扬了社会正能量，营造了
讲文明树新风、崇德向善的氛围，让村民感
受到价值观的熏陶，时刻提醒自己要说文
明话、办文明事，做有道德有文明的人。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敬惠婷

本报讯 8月6日，京航办事处组织党
员及志愿者们共计30人前往辖区吴庄村
开展清洁活动。上午9点半，志愿者们手
拿铁锹、笤帚、扫把、抹布、水桶等，走上街
头以及村内主干道两侧，分别开展捡拾垃

圾，擦洗座椅、护栏，清理小广告等各种清
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经过志愿者们两
个多小时的辛勤劳动，村里的市容环境变
得更加干净、整洁。

为群众服务，就要从群众最基本的需

求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比如捡拾垃圾、
擦拭座椅、清扫路面，这些都是很平常的
事情，但只有从一点一滴做起，才能汇聚
起强大的社会正能量。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敬惠婷

京航办事处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为传播“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响应区文明办
“牵手·暖·经开”主题活动号召，8月 6日
上午，郑州市第八十五中学组织教师志愿
者开展了“用爱温暖一个家庭，关爱19岁
脑瘫女孩”主题志愿帮扶活动。活动关爱
对象是中烟社区的脑瘫女孩孟浩洁，她从
出生便被查出脑溢血一直瘫痪在床，现已
19岁的她几乎没有任何自理能力，勤劳
善良的父母除了要照顾她的正常生活，还
要照顾她患有老年痴呆的爷爷和年迈的

奶奶，承担着整个家庭全部重担的父母很
是辛苦。

上午9时，学校教师志愿者来到帮扶
对象家里，为孟浩洁送来牛奶、蛋糕、饼干
等慰问品，在看望了卧床女孩之后，志愿
者们陪女孩的妈妈聊起了家常，了解孟浩
洁最近的生活作息和家里的情况。女孩
的妈妈是位性格平和、乐观坚强的女性，
她平淡的话语、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感染
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从她身上感受到
了“伟大”的力量。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会尽自己所能帮
助这个特殊的家庭，让这个家庭感受到更
多的爱与温暖。

据悉，在帮扶结束后的返程路上，
学校的“绿城使者”志愿者还进行了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成为文明创建的倡
导者、践行者、推动者，为创造良好的
城市环境、提升市民文明素养贡献一
份力量。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冯启立

郑州市八十五中
举办主题志愿帮扶活动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及“学习雷锋、奉献
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8月 4
日，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组织辖区商户
举办《志愿服务承诺书》签订仪式，辖区
内首批40名商户代表参加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分别就“绿城使者”
“1+4+N”志愿服务模式、商户参与志愿服
务的重要意义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动
员大家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商
户代表纷纷表示，愿意加入“绿城使者”
志愿服务队伍。辖区商户代表豆女士

说：“我们会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务工
作，做好志愿者，一起温暖这座城市。”

与此同时，8月 5日上午，亚太社区
商户志愿者们践行“微承诺”、展示新形
象，他们积极落实“门前四包”责任，积极
整治门前环境卫生，在居民小区发放《志
愿服务承诺书》，号召居民报名社区志愿
者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点亮街区。下一
步，明湖办事处亚太社区将继续加大志
愿服务宣传力度，拓宽志愿服务领域，进
一步引导和鼓励辖区居民参与志愿服
务。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周永凯

本报讯 8月6日，经开区六一小
学开展了“小手拉大手 共建文明社
区”志愿者服务活动。参加此次活动
的有六一小学的部分老师和学生。
活动过程中也吸引了许多路人主动
加入到志愿者服务活动。

活动之初，志愿者负责人霍新芳
老师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内容和目的，
清扫恒大绿洲小区及周边的卫生死
角和绿化带白色垃圾，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共
建其乐融融的和谐家园。霍老师要
求小小志愿者听从指挥、遵守纪律、
注意安全。全体志愿者以不怕苦不
怕累、乐于奉献的精神积极投入到活
动当中。

活动开始，老师和同学们手持卫
生工具走进小区内的卫生死角，仔细

清理各类垃圾。活动期间，有学生发
出惊讶的声音，“这墙角有个烂掉的
打火机”“这里有一袋外卖盒”。同学
们一边捡垃圾一边诧异：“垃圾桶就
在身边，为什么非要扔到看不见的地
方呢?”老师顺势引导：“同学们，我们
应该怎么做呢？”同学们举起小手，纷
纷表示以后要做文明事，再也不乱扔
垃圾，要爱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此
刻，鲜艳的红袖章在志愿者的胳膊上
格外鲜艳。

活动虽然结束，志愿者服务的
热情仍在持续。本次志愿服务活动
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
实践能力，也引导了同学们争做文
明使者、争做志愿者、服务他人的奉
献精神。
记者 王赛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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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志愿服务“七进”活动
第二场走进潮河办事处

明湖办事处
许下一个“微承诺”
奉献一片诚挚爱心

九龙办事处
“啄木鸟”助力环境更美好

经开区六一小学
小手拉大手 共建文明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