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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提前一天把要送的份
数报给店里，我们会安排好所有
的工作。”“馍我们可以单独放在
一个袋子里，送到地方了可以再
泡，这都好办……”1月 20日，新
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厅
内，一场爱心捐赠正在热烈地商
议着。

“经历了疫情，深切地知道
这些可爱、可敬的志愿者在这场
战‘疫’中所付出的艰辛。每次
行走在路上都在感受着环卫工
人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干净、整洁
的道路，川流不息的车辆井然有
序，与这些风吹雨淋勤劳的交警
息息相关。开了家羊肉汤店，我

想捐赠 2000碗羊肉汤，让他们
在寒冬中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羊肉汤。”在捐赠仪式上，新郑
市宁夏胡羊排经理范新房告诉
记者。

为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创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郑市志
愿者协会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企

业家与爱心志愿者，组织开展
“善行新郑”（暖冬行动）活动。
本次关爱送温暖活动为环卫工
人、消防抢险队员、执勤交通警
察、疫情防控点等服务人员。

新郑市志愿者协会会长
高永强表示，这些环卫工人、交
警等，长期冒着严寒酷暑坚守岗

位，舍小家为大家，这种无私奉
献的大爱精神，更应该赢得社会
的尊敬与爱戴。协会组织热心
商家和志愿者先为这些一直默
默付出的一线工作者送上温暖
和关爱。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新郑市志愿者协会联合爱心企业开展“善行新郑”暖冬活动

2000碗羊肉汤送给这些可爱的人

1月 19日，新郑市法律援助
中心在新郑市新区熙悦居项目
工地开展“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
民工”根治欠薪冬季专项维权行
动暨保障农民工权益法治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设置咨询台、悬挂条幅、发放宣
传资料、宣传品以及解答法律咨
询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普法
志愿者为农民工朋友发放《农民
工法律援助服务指南》《民法典》
等宣传资料，以及印有法律援助
宣传标语的塑料盆，提篮、春联
及台历等宣传品。

普法志愿者向工地农民工
讲解劳动合同等民法典知识,提

供免费咨询服务、对农民工普遍
关心的如何签订劳动合同、如何
追讨被拖欠的工资、遭遇工伤如
何维权、如何申请法律援助等相
关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同时对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事项，现场
进行受理。引导农民工依法理
性维权，努力让每一个农民工家
庭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今后，新郑市律援助中心将
保持“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
工作常态化，不断增强保护农民
工权益工作力度，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活动，增强农民工依法维
权意识和能力，提高法律援助社
会知晓率。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卢 浩 文/图

1月20日是中国传统的腊
八节，虽然天气寒冷，但在新
烟街道烟厂社区却暖意融融，
社区联合物业组织的“浓情腊
八粥，寒冬送温暖”活动，让辖
区孤寡老人、老党员、残疾人、
保洁员都喝上了一碗热腾腾
的腊八粥。

据志愿者介绍，他们在“腊
八”前一天开始准备食材，腊八
节天还没亮就开始熬粥、布置
发放点，早上7点，两大锅精心
熬制的腊八粥准时送到党群服
务中心门口，向路过的居民免
费赠送，因疫情原因，大家自觉
地站在 1米线外有秩序地排队
领取。许多居民表示：“一大早

出门‘偶遇’一碗热腾腾的腊八
粥太惊喜了。”

社区工作人员分头行动，将
腊八粥送到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孤寡老人、老党员的家中，让他
们能够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温
暖，感受到来自社会和政府的
关爱。退休在家的独居老人接
过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高兴地
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没
想到这么多人来陪我，咱社区就
是中！”

据了解，当天早上共派发
腊八粥 200多份，看着环卫工
人、困难群众、孤寡老人、老党
员们喝着腊八粥露出的笑容，
志愿者表示：“一上午的冷和累
都是值得的。”

“在腊八节这天为大家送
上一碗粥更加有意义，一方面
向奋战在抗疫路上和各条战

线的人致敬，同时也饱含着
我们继续同‘粥’共济，战胜
疫情的心愿。”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明说。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马瑞萍 文/图

1月 1日，河南省正式实施
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心脏支
架，从此跨入惠民的“百元时
代”，新郑市人民医院、新郑市中
医院等多家医院开始执行国家
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三种心
脏冠脉支架，均价从8000元左右
降至千元以内，切实让患者享受
到了国家惠民措施。

51岁的新郑市民吴先生是
本次“百元支架”的受益者之
一。2021年 1月，他在新郑市人
民医院被诊断为急性 ST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在植入1枚“百元支
架”后，胸痛很快缓解。他在手
术中使用的冠脉支架费用，由降
价前的14973元降至680.4元，较
2020年降幅在 95%以上。通过
“百元支架”新政策，让患者真正
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手术
后的吴先生激动地说：“党和国
家的好政策让我不再为了钱发

愁，花这么少的钱，就可以进行
这么好的手术！”

据了解，长久以来，支架植入
类手术住院费用偏高一直是患者
的“心病”。在治疗心血管疾病
中，心脏支架是比较常见的手术
耗材，其成本也是手术中占比较
重的，国产品牌价格在 7000~
12000 元，进口品牌价格在
11400~23300元。高额费使大多
数患者选择口服药物保守治疗，
但保守治疗终究治标不治本，还
是会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冠脉支架降价后，新郑市多家
医院第一时间落实集采政策，降低
冠脉支架价格，从而使患者整体治
疗费用至少节省万元，更多心肌梗
死、冠心病患者可以放心大胆地治
疗，不用再担心高昂的医疗费用，
可以通过治疗回归正常的生活。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李晓娅

“百元支架”落地新郑
多名心脏病患者受益

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
新郑市司法局开展“法援惠民生 助力农民工”宣传活动 1月 20日，中铁十五局四

公司西关桥项目党支部与新建
路街道轩辕路社区党支部联合
开展“浓情腊八节 温暖你我
他”支部联建活动。

早上 6点，两个党支部的
党员志愿者已开始忙碌。大家
分工协作，把刚刚熬制出锅的
腊八粥进行分装。7点整，分装
完毕，装车出发。

受疫情影响，此次活动没
有聚集举行，志愿者们分成三
组，分别对轩辕路社区辖区内

的环卫工、小区门卫、困难家
庭、抗美援朝老兵、社区退休干
部等进行走访慰问，为他们送
上腊八粥、腊八蒜等物品和节
日的祝福。

每名群众在接过热气腾
腾的腊八粥时，都齐齐称赞
党的政策好。特别是在困难
群众文水山家中，当得知为
了这碗腊八粥，党员志愿者
忙碌了一个早上，文水山说：
“你们让我很暖心，感谢街道
和社区一直惦记着我们，能

够生活在这样的社区里，真是
享福了。”

据了解，中铁十五局四公
司西关桥项目党支部成立于
2020年9月，新建路街道轩辕路
社区党支部成立于 2021年 1
月。本次是两个年轻的党支部
首次联建搞活动，打开了“党建
工作联做、社区资源联享、精神
文明联创、服务难题联解、公益
事业联办”的良好局面。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佳美 史润恒

新建路街道轩辕路社区 浓情腊八节 温暖你我他

新烟街道烟厂社区
享风雨同“粥”过温暖腊八

寒冬腊八粥 情暖交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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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早上 7点，天刚
蒙蒙亮，民生保险新郑公司负
责人王留军便带领工作人员来
到新郑市交警一中队和市区执
勤岗点为在严寒天气中坚守岗
位的广大交警送去了腊八粥及
包子等 100余份可口的早餐，
对节日当天在一线执勤的交警
表示亲切的慰问。

“广大交警平时工作很辛
苦，越是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
越有他们坚守岗位的身影，尤
其是现在正值严冬，他们每天

在寒风中执勤，正是因为有他
们，才保障了辖区交通安全及
通行有序，向他们表示敬意。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
送来的不仅是暖心腊八粥，还
有对他们新年的问候。”说起腊
八节慰问交警的初衷，王留军
如是告诉记者。

新郑市交警一中队中队长
刘艳代表交警表示感谢，今后
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创造良
好的出行环境，以实际行动提
高人民群众对交通管理工作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地 沈磊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