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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曦

本报商丘讯 5月8日，大河
报AI·11版以《白衣女子河中救
人后悄然离开》为题，报道了商丘
女青年钱小娟勇救轻生男一事。
记者获悉，钱小娟的壮举获得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奖金
5000元。而就在刚刚过去的5
月6日，为给保姆治病，雇主卖房
一事经本报报道后，好雇主也获
得了“正能量奖金”。三天内，本
报报道的两位“凡人善举”的主人
公都获得了“正能量奖金”。

5月8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负责人给大河报记者打来电话
称，钱小娟荣获阿里巴巴正能量
第190期特别奖，奖金5000元。
好消息传来，钱小娟很意外,“我
只是想救个人，没想到会给我这
么多荣誉和奖金”。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是大河
报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及全国10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大型
公益平台。“奖励不是目的，只是
一种方式，希望这种平凡人的正
能量，能够被更多人看到，唤醒和
带动社会上更多的善心。”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负责人表示。

商丘市义工联会长李东亮
说，钱小娟在2005年就参加了商
丘义工联，坚持做义工十多年，这
次救人并不是偶然。鉴于钱小娟
救人的壮举，决定授予钱小娟“最
美义工”称号。

再次提起当天救人的情景，
钱小娟仍心有余悸，她告诉记者，
当时跳水救人的时候来不及多
想，现在回想起来挺后怕的。

最后记者问钱小娟，你有什
么愿望吗？钱小娟说，我是在血
站工作的，到现在我已经捐献了

8000多毫升的血，希望大家能做
些像献血这样力所能及的好事，
帮助别人也是快乐自己。

据介绍，自2013年7月天天
正能量启动至今，天天正能量已
累计发起正能量常规评奖 190
期，发出正能量特别奖500多次，
直接奖励人数逾3500人，发起各
类公益活动300多次，总投入公
益金3100多万元。

在天天正能量4月最新发布
的正能量数据中，河南正能量获
奖者人数排名全国第一。此前，
只身冒火救出5人的河南好店主
张元恒、欲卖房救保姆的河南好
雇主马女士、万米高空斗暴徒的
河南好汉曹红国等，经大河报报
道后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获
得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记者 李红汛

本报平顶山讯 5年义
工，他和义工们先后资助帮助
54名贫困学子、62位孤寡老
人、38名贫困病人，募捐9万
多元善款；5年时间，他个人做
义工先后服务他人80余次，行
程3.3万多公里，个人资助1.7
万元。5月8日，叶县烟草公司
里，记者见到了这个义行善举
的腼腆小伙子赵世须。

今年38岁的赵世须出生
在叶县一个贫困家庭。读中
学时，因家里穷曾两次面临辍
学，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他
才顺利上完了中学。每到农
忙时节，乡亲们总是出人出
力，帮助他们一家人收秋种
麦，渡过难关。进入叶县烟草
系统工作后，赵世须开始找机
会报恩。

2012 年 3 月的一个周
末，赵世须听说平顶山市义工
联合会要去一家养老院看望
孤寡老人，他报名走进了义工
队伍。“当时我看到一名义工，
帮一位老人一点点修剪脚指
甲时，我触动很大：他们不沾
亲，不带故，却做得那样好。

我也是受帮助长大的，应该做
得更好！”赵世须说。

此后，只要义工联合会有
活动，不管远近，天气好坏，他
从没掉过队。2014年初，赵
世须申请成立义工站，如今，
叶县义工站在他带领下已发
展成注册义工96名，志愿义
工148名的大型义工团队，足
迹遍布叶县的村村寨寨。

5年来，赵世须带领100
多名义工，先后捐助54名贫
困学子，照顾62位孤寡老人
和38名贫困病人，为3个养
老院的老人义务服务，呼吁社
会为贫困学子、孤寡、病重老
人捐款 9万多元，捐献衣物
4000余件。然而，谁也不知
道，赵世须的家里并不富裕：
爷爷奶奶患病卧床，父亲常年
住院，妻子没工作，孩子年幼，
全靠他一人工资生活。可面
对贫困学生，孤寡老人和困难
病人，他却慷慨相助，先后拿
出1.7万元帮助他人。记者
问他为何这样做，不善言谈的
赵世须却只说：“过去大家帮
我，现在看到别人遇到难处
了，我伸把手帮别人一下，他
们就能过去了。”

救人的军嫂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奖与“最美义工”称号

三天内，本报报道的俩好人获奖

□记者 李晓敏 蔡君彦
通讯员 刘伟峰

本报讯 您能想到帮助
他人的义举是什么？他们给
出的答案是：献血！加入中华
骨髓库！为生命加油！

5月8日是第70个世界
红十字日，当天，由省委省直
工委、省红十字会联合组织的

“文明河南火红五月”——省
直机关公务员无偿献血暨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招募活
动，在省人民会堂广场、省政
府综合办公楼南广场、省政府
老办公楼前同时举行。

8日上午9点，在省人民
会堂院内，拿着填好的单子，
35岁的岳金龙走上了无偿献
血车。“献400毫升全血。”把
单子递给医护人员时，他平静
地说，作为省档案局的一名工
作人员，岳金龙说，只要身体
条件允许，他都会参与无偿献
血。去年，又一次无偿献血
后，他还采集血样加入了中华
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希望有朝一日能
与患者配型成功，捐献“生命

种子”救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个长

长的队伍中间，有一个特殊的
“队伍”——排队者在无偿献
血的同时，，填写志愿捐献造
血干细胞同意书，加入中华骨
髓库。据悉，活动当天，共有
246名公务员填写志愿捐献
造血干细胞同意书，加入中华
骨髓库。

来自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的统计显示，从当天上午9时
到下午3时，此次活动中，共
有1279人登记参加无偿献血
活动，成功捐献1187人，其中
捐献全血1056人，共捐献全
血365500毫升，此外，单采成
分血131人。

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活动已连续组织了三
年，旨在感召更多爱心人士撸
袖捐献，传递生命希望。在多
方共同努力下，我省第六次荣
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非
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累
计捐献人数已连续五年位居
全国首位，展示了河南人的大
爱形象。
线索提供 马位峰 文梅英

城市基本实现了街道整齐、
垃圾能实现日清，但大部分农村
地区道路泥泞，杂物散乱堆放现
象长期得不到改变，甚至个别地
方污染加剧，严重影响群众生活
质量。“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日益迫近，农村环境治理
迫在眉睫，事关农民幸福指数的
提升。”省住建厅厅长裴志扬说。

据介绍，目前我省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
部分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农
村生活垃圾不仅没能做到日清，
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
活中习惯转变不够，生活垃圾未
经分类处理，且随意丢弃。同
时，各地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投
入经费总体不足，没有形成稳定

的政策保障。
裴志扬说，目前农村的基础

设施建设欠账又较多，大多数行
政村缺乏基本的垃圾清运处理
系统。全省1808个乡镇、46116
个行政村中，有生活垃圾收集设
施的行政村不到全省行政村总
数的一半，没有形成清扫、收运、
处理的完整链条。

世界红十字日
千名公务员撸袖献血

生活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化
解决“垃圾围村”
□记者 刘瑞朝

核心提示丨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堆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欠账
太多，全省4万余个行政村中，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的行政村不到一
半。昨日上午，省住建厅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全面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工作，要求各县（市、区）编制农村生活垃圾专项规划，建立城
乡一体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规划。

2015年 11月，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等10部门出台了《关于全
面推进农村垃圾的指导意见》，
要求到2050年全国90%以上行
政村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处
理，并逐省验收。

为此，省住建厅明确要求，
各县（市、区）要依据城镇和百城
提质总体规划，按照城乡一体、
区域统筹、设施共享的要求，在
今年6月底前编制完成农村生活
垃圾专项规划，建立城乡一体的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规
划。

5月中旬，省住建厅将会同
省环保厅等4个部门完成对各县

（市、区）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排
查工作结果审核。6月底前，各
县（市、区）要根据排查结果建立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和漂浮物工
作台账，完成前期排查工作。各
地指定分类整治方案，在2019年
底前全面完成治理任务。

在今年6月底前，我省要求
各县（市、区）按照不低于行政村
总人数的2‰的标准配备保洁人
员，建立稳定的保洁队伍。与此
同时，全省全面完成农村陈年垃
圾的清理任务。7月上旬，我省
将对全省陈年垃圾清理完成情
况进行抽查、检查、通报。

今年年底前，省直管县（市）

要率先达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标准，并通过省级验收。明年年
底前，各省辖市三分之一的县
（市、区）要完成省级达标验收。
而到2019年年底前，全省各县
（市、区）要全部完成省级达标验
收。

省住建厅将对各市县全面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我省将拿出1亿资
金，对工作开展及时、效果显著
的县市给予通报表彰，对工作进
展缓慢、成效不明显的，给予通
报批评并提出具体整改要求。
我省将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社
会各界通报。

农村环境治理事关农民幸福指数的提升

建立城乡一体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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