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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闵振安

本报讯“老伙计，墙上贴的
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农
业普查通告，搞农业普查。”这是
记者12月18日路过西赵落村十
字路口时听到两位老人的对话。

汝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
宣传月启动仪式自12月份在纸
坊镇中山寨村举行以来，该镇以
此次宣传月启动仪式为契机，在
强化宣传，营造声势上狠下功夫，

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电子显示
屏、微信公众号、制作悬挂条幅、
张贴广告、发放宣传手册、出动宣
传车到各村巡回宣传等多种形
式，广泛宣传农业普查的目的、意
义和相关要求，初步形成了“农业
普查，家喻户晓，积极配合，踊跃
参与”的浓厚氛围。

该镇利用电子显示屏，持续
播放农业普查知识，让群众了解
普查知识，让各村农业普查员掌
握普查知识，高质量做好农业普
查工作。镇政府制作大型农普宣
传条幅，首先在镇区主干道悬挂，

造足农普宣传声势，其次又按每
村至少悬挂2~3幅宣传条幅的要
求，制作宣传条幅110余幅分发
各村，做到村村挂条幅。纸坊镇
统计站在党群之家门口、镇机关
大院、纸南商业街两侧，张贴河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的通告》，并利用村会
计开会之机，向各村发放《通告》
二百余张，宣传手册800余本，将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主
要内容、标准时间、普查员、指导
员的工作要求，普查的目的、意义
及相关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刘佳佳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温
泉镇政府获悉，为落实安全生
产和食品卫生工作，以强化安
全生产管理及食品卫生制度，
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温
泉镇安全生产局面持续稳定，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连日
来，温泉镇安监办联合镇食品
安全办、镇经济办、驻临汝镇
安监所等部门对辖区内安全
生产重点对象进行了安全大
检查。

检查组一行深入了学校、
加油站、面粉加工厂、超市、木
材加工厂及该镇全部规上工
业企业，通过听汇报、查台账、

看现场等方式进行安全隐患
排查，并对各场所的安全生产
责任制、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安全措施落实、消防器材设备
配备及安全教育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的检查，要求组织安全
管理人员开展隐患自查自纠。

温泉镇检查组对排查出
的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
见，并责令限期整改，并要求
各企业及单位要明确职责分
工，建立健全巡查机制，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
类安全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
明确职责抓落实，强化安全生
产措施落实，确保各项责任落
实到位；要协调配合抓联动，
加强沟通交流，促进信息共
享，反应迅速、行动积极，全力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刘宏远

本报讯 会议学习、会后
讨论、看廉政大戏……焦村乡
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开
展作风纪律整顿活动，着力优
化党风政风工作环境，收到了
良好效果。

狠抓学习提升素质。焦
村乡党委政府利用周一三五
机关点名时间，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认真学习《党章》《两条例
一准则》《中央八项规定》等有
关的党纪法规，在做笔记写心
得的同时，开展“干好本职工
作，全心全意为民”的大讨论，
结合开展的领导干部违规收
送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治理“回
头看”活动，自查自挖过去工
作中的“懒政怠政为官不为”
的不良现象，提高了大家的政
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完善制度促进工作。进

一步修订完善了考勤、值班、
会议、学习、奖惩等一系列规
章制度，从制度上规范党员干
部行为，使各项工作都在制度
的约束中规范运行，有序开
展。乡纪委按照制度定期不
定期到各站所、各村查出勤情
况，走访群众，了解乡村干部
的工作情况，充分利用制度激
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为使活动深入开展，成效
更加显著，他们组织全乡800
余名乡、村、组党员干部观看
廉政戏曲《金池村》，提高大家
廉洁从政意识。利用星期天
时间，开展学习培训会议和聆
听廉政工作报告。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
展，全乡党员干部作风纪律
明显好转，各项工作都呈现
一派新局面。截至目前，全
乡党员干部共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300 余件，化解邻里
矛盾、宅基地纠纷 13起，消
除信访源5起。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董英梅

本报讯 12 月 18 日上
午，河南省第九届“万村千乡”
农民篮球赛汝州赛区决赛在
市体育场举行，来自二十个乡
镇、办事处的二十支代表队二
百余名教练员、运动员参加了
此次比赛。

据悉，此次比赛由汝州市
体育局、汝州市农业局主办，
汝州市农民协会、汝州市篮球

协会承办。从11月 11日开
始经过各行政村、各乡镇两个
阶段的选拔，于12月18日至
22 日进行第三阶段市级决
赛。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组织奖，并评出体育道德
风尚奖。“万村千乡”农民篮球
赛汝州赛区比赛，已连续举办
九届，是汝州市农民的品牌赛
事。它的举行，极大地促进了
健身活动在农村的进一步开
展，提高了农民的身体素质，
丰富了农民的体育精神生活。

谈起照顾父亲，乔利涛觉得
最对不住住在自己隔壁的同事
们，因为父亲晚上睡不好，总
会发出一切动静，但他们非但没
有怨言，还主动帮助自己。

同事高帅营说，自己看到乔
利涛照顾父亲这么用心，也被他
这种孝心深深感动。大峪镇一
中学校领导也经常为乔利涛提

供各种便利条件，同事们也主动
调课，为乔利涛照顾父亲提供方
便。大峪镇中心校领导也到学
校看望他们父子，并号召全镇教
师向乔利涛学习。

提起照顾父亲的经历，乔利
涛说，自己从小就看到父亲悉心
照顾爷爷奶奶，几十年如一日，
从来都没有厌烦过，家里为此多

年受到村里表彰，是村里的文明
户。自己耳濡目染，对父亲充满
敬爱之情，如今父亲有病了，自
己就应该担起这份责任。自己
是一名教师，看到孩子们渴望求
知的眼神，自己又不想放弃这份
沉甸甸的责任，干脆自己吃点
苦，让父亲和孩子们满意，做到
这一点自己就心满意足。

“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
汝州吹响决赛号角

温泉镇开展
冬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看廉政戏，办培训班

焦村乡整顿作风纪律
打出“组合拳”

纸坊镇开展系列工作
广泛宣传农业普查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文图

核心提示丨12月 19日，
一则《孝爱如山》的文章在汝
州朋友圈刷屏，不到12个小
时，已经有600多人转载，文
章的主人公就是汝州市大峪
镇一中青年教师乔利涛。这
位年轻教师面临着父亲瘫痪、
妻子生产的难题，为了不影响
工作，他让母亲赶赴妻子工作
的单位照顾妻子，自己则把父
亲接到学校悉心照顾。乔利
涛的孝心引不少人为其点赞。

爱岗敬业 他带患病父亲去教课
山村教师孝心引众人点赞

12月 20日是个大晴天，记
者在中午时分赶到革命老区大
峪镇一中，见到了这位爱岗敬业
的年轻教师。

校园里，这位31岁的教师正
推着轮椅陪老父亲晒太阳。他
一边推轮椅一边同过往的同事
和学生们打招呼，父亲也不断向

儿子的熟人打手势，显得十分亲
热，像是相处很久的邻居。

在乔利涛的办公室里，桌子
上摆满了教科书和学生的作业，
抽屉里放满了父亲服用的各种
药品。乔利涛安顿好父亲，就忙
着给父亲倒茶、服药，父亲看着
儿子忙碌得满头大汗，略带愧疚

地对记者说：“得了这样的病，给
孩子添麻烦了！”乔利涛不好意
思地对父亲说：“我从小看您伺
候爷爷奶奶，一直看到长大，都
是您教会我怎么做人的。这是
当儿子的本分啊”！

大峪镇一中校长刘现良告
诉记者，乔利涛的父亲得病后，
他边照顾父亲边教学，没有耽误
学生一节课。

乔利涛介绍说，父亲今年63
岁，平时身体就不好，患高血压
快20年了。在春秋两季，乔利涛
和家人也经常带父亲去医院为
父亲进行预防治疗，一住院就是
半月。去年10月份，他再次带父
亲来到医院做康复治疗，但这次
父亲的脾气变坏了，非常烦躁，
路也走不稳了。他就和家人商
量，他晚上来医院陪护，白天由
母亲照顾。

从此，他白天上课、备课，晚

上就骑摩托车到医院照顾父
亲。无论刮风下雨，他从未间
断，一年下来，摩托车跑了1万多
公里。

去年冬天，乔利涛在临汝镇
中学的妻子生产，乔利涛分身无
术，陷入两难境地。他就和母亲
商量，自己带着父亲到学校上
班，母亲照顾妻子和孩子。乔利
涛向亲戚们借了5万多元钱买来
面包车，拉着父亲来到学校，利
用课余时间照顾父亲。

乔利涛每天晚上要工作到
10点，可他父亲睡到凌晨两点多
就醒了，经常咳嗽后喝开水，吃
药，乔利涛就赶忙起床照顾父

亲，端茶倒水，喂药，给父亲按
摩，一直忙到凌晨五点，父亲才
安然入睡。一天睡眠不足6个小
时。

一次，妻子打电话说儿子发
烧了，乔利涛开车拉着父亲赶了
60多公里路到妻子所在的学校，
给孩子看病抓药，一直忙了一整
天，双眼都熬红了，到孩子烧退
他才返回。

星期天，他要帮助妻子洗衣
服，一忙就是一整天。他还要拉
着父亲到城里买药，上个星期
天，他开着车拉着父亲一口气跑
了五个药店才买齐父亲的药品，
一忙就是半天。

山乡学校，孝子教师爱岗敬业

逆境而上，利用课余时间照顾父亲

薪火相传，好家风接续不断

乔利涛推着父亲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