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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携手CCTV-6，推出《温暖有光放映队》
脱贫攻坚主题公益纪实节目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党的十八
大以来，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到600多
万人，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
显著，前所未有。今天的中国，书写了“最成
功的脱贫故事”。

在这份成绩的背后，体彩公益金作为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体
育扶贫”的战线上充分发挥力量和特色，在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赛事活动组织、精
准扶贫等领域持续发力，一路向光而行，传
递着公益温暖，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
了重要贡献。

在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中国
体育彩票联手CCTV-6电影频道推出脱贫
攻坚主题公益纪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
节目组邀请著名电影人林永健作为常驻嘉
宾，郭晓冬、徐晓璐、白客、大鹏、钟楚曦等知
名电影人作为飞行嘉宾，以送电影下乡的方
式，实地重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走过的路
线，寻找脱贫路上的真人物、真故事、真幸
福，为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献礼。

7月29日，《中国体育彩票·温暖有光放
映队》开播仪式于中国电影博物馆温暖开
启。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一级巡视员曹康莅
临现场并致辞。据悉，节目将于8月8日19:30
在CCTV-6电影频道首播，并在此后每周六
晚黄金时间与广大观众不见不散。

从南到北，《温暖有光放映队》已走过十
站，每一站都记录着由体彩公益金带来的温
暖故事。

在云南，体彩公益金支持的“七彩云南
全民健身工程”多年来投入并拉动了数十亿
资金，着力改善当地公共体育设施，推动云
南省41家大型体育场馆低收费和免费开放，
并支持125个县(市、区)、652个乡(镇、街道)
完善体育设施，新建全民健身路径2 0 0 0
条，建成各类健身步道97条600公里。把一座
座免费的“健身房”送到了百姓身边，掀起了
一场场全民健身新风潮。

在四川，体彩公益金对山区儿童的体育
发展提供着默默支持，“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给乡村学校送来了体育器材；“公益体彩

扶贫支教”为山区孩子带来了专业的体育
课，也为当地的体育教学提供了全面的咨询
指导服务，打造了长期稳定的支教模式。
2019年，在体育彩票乐善基金的助力下，80
名优秀师生赴峨边28所中小学开展教育扶
贫工作，承担体育教学相关工作。一则则体
育扶贫扶志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放映队员的
心。

去年，河北省体育局投入5000多万体彩
公益金用于体育设施建设，为老百姓锻炼身
体提供便利。截至2019年底，河北省实现了
6828个贫困村健身器材配置和406个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区体育基础设施全覆盖。体
彩公益金支持的一项项设施与赛事，无不展
现着乡亲们脱贫奔小康的幸福生活。

在这短短的十站，放映队遇到的暖
心故事还有很多：宁夏银川让村民有了

“新家”的生态移民村，贵州黔东南专业
的体操场馆，浙江安吉余村的绿水青山，
河南信阳乡村小学的快乐操场，山西繁
代两县的脱贫历程，福建漳州的女排基
地，湖北公安县的全民健身设施等等。在
脱贫奔小康的路上，每一个地方都有它
的故事，而每一个温暖故事的背后，也都
有体彩公益金的身影。公益体彩一直在
为普通老百姓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奋斗之
路添砖加瓦。

“ 没 有 全 民 健 康 ，就 没 有 全 面 小
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这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正是中国体育彩票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真实写照，也
是对“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
光”公益新理念的最好诠释。体彩全国
统 一 发 行 2 6 年 以 来 ，筹 集 公 益 金 突 破
5 3 0 0亿元，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体育扶贫战线持
续注入着力量。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或许
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但我们终将乘风破浪，
无畏前行！

为积极参与威海市巾帼
脱贫行动，发挥巾帼文明岗
助力脱贫攻坚、积极奉献社
会的带动作用，展现我局妇
女干部的良好风貌，近日，环
翠区审计局妇委会开展了

“千岗联千户”帮扶活动，采

取“一帮一”的方式结对帮扶
环翠区1名困难妇女。当日，
环翠区审计局妇委会主任到
困难妇女家中走访慰问，了
解困难妇女家庭生活困难，
积极开展关爱帮扶活动。

（曲敏君)

环翠审计开展

“千岗联千户”帮扶活动

为响应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号召，8月4日晚，市财政
局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开展
创城入户问卷调查，记录群
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此次活动旨在为调动广

大市民参与创城建设的积极
性，提高市民对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支持率、参与率和
满意率，激发广大居民参与
创城的“主人翁”意识。

(郑靖航)

市财政局开展

“创城”入户问卷调查

妇幼“玫瑰” 战地“芬芳”

近日，威海市文登区妇幼保
健院领导班子以及妇委会、工会
女工委等代表医院前往温泉大酒
店隔离点看望奋战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

在温泉大酒店集中居住点，13
名的医务人员收到了医院送给她们
的鲜花。希望她们在做好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的同时，做好个人防护，早
日取得胜利。美丽的花朵配上笑弯
了的眼眸，让集中居住点的气氛格
外温馨。

疫情就是命令，岗位就是战
场，在全力打好这次防疫狙击战的
过程中，文登区妇幼保健院先后有
6 0多名女性医务工作者发扬不畏

艰险、勇挑重担的精神，奋战在抗
击疫情的第一线，展现出“战地 "玫
瑰的别样风采，舍小家护大家，用
实际行动践行者医护工作者的担
当使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取得
战“ 疫 ”的 最 终 胜 利 贡 献 中 帼 力
量。

(吴广荣)

开展志愿活动 倡导文明风尚

为了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从3月底开始，威
海市文登区妇幼保健院福佑爱心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利用休息时
间，主动深入各村镇，广泛开展医疗
志愿活动，着力打通村民就医最后
一公里，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

在高村镇，志愿者们细心地为村
民们检查身体，积极宣传新冠肺炎防
控常识，提高了村民们的健康意识和
日常健康保健技能。

仅7月份福佑爱心志愿服务队先
后深入高村镇唐家嘴儿村、望海倪
家、南北产等村镇开展志愿活动25

次，参与志愿活动人员130多人次。
下一步，医院将秉承志愿服务精

神，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切实有效的
服务活动，逐渐使志愿服务工作进一
步向常态化、专业化、制度化推进发
展，为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

(吴广荣)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教师从教行为

暑假期间，是在职教师违规从事
有偿补课的高发期，威海市教育局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深入开展治理教师有偿补课专项
活动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校
办学行为和教师从教行为，坚决禁止
教师参加“谢师宴”、“升学宴”，索要

或违规收受家长、学生财物；禁止在
职教师组织、参与校内外有偿补课；
禁止侵害学生的行为等，要求教师自
觉遵守社会公德，坚守师德底线，争
做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学校在
组织教师签署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
诺书、扎实开展治理有偿补课专项活

动的同时，鼓励和倡导教师为学习有
困难的学生义务答疑辅导，以假期参
加志愿服务等形式，满足家长和学生
的合理需求，用实际行动关爱每一个
学生，展现我校教师无私奉献、崇德
向善的精神风貌。

(赵春英)

中债长江经济带债券指数发布

汉口银行联合华夏基金支持长江经济带建设

“依托黄金水道，建设
长江经济带”，长江通道是
我国国土空间开发重要的
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
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近日，汉口银行联合华夏基
金、中债金融估值中心共同
编制并发布了“中债长江经
济带城投类债券利差因子
指数”，同时授权华夏基金
研发指数相关产品，希望以
此聚集社会资本力量更好
地参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全面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
规划纲要》重要指示精神，
深度参与长江经济带实体
经济建设，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助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内河经济带。

汉口银行成立于1997
年12月，是一家总部位于武
汉的城市商业银行。现有各
类分支机构181家，机构基
本覆盖湖北省，在重庆设有
省外分行，发起组建了阳
新、枝江2家村镇银行。

7月28日上午，鲸园街道东山社区
和码头小学联合举办“拥军爱党——— 培
养社区儿童爱国精神”“八一”主题活
动。孩子们聚精会神地聆听解放军叔叔
讲解建军节和军旗的历史，还现场观看
逐梦海天强军先锋纪录片。孩子们把精
心准备的礼物——— 亲手制作的党旗、描
绘解放军叔叔的画，送给了现场官兵，
表达崇敬之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报记者 冯琳
摄影报道

致敬

简讯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对
视力的保护，提高学生对
眼保健的重视，让学生体
会到预防近视、保护眼睛

的重要性，府前路学校组
织全体学生进行了视力测
试活动，并对学生进行了
生命健康教育。 (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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