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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南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局称已发放

大河网网友“zhuzhu”：今年 4月份，我们 8人
在南阳市张楼城中村改造项目干上砖工作，3 个
月后，仍有 4.67 万元工资未发放。该项目建筑公
司为南阳卓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富泽分公司，开
发商为北京鑫泰宝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
们一直跟组长王某联系，现在找不到王某了，被
拖欠的工资也要不回来。

民声回复：南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回复称，
经查，网友“zhuzhu”等 8 人工资总额为 9 万多元，
现已发放 62700 元，组长王某称还剩余 36400 元
未发放。该局已对该项目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
期整改指令书》。目前，投诉人已于 12 月 3 日到
南阳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办理相关手续，工资已经
发放到每个工人手中。对于存在争议的 10000
元，该局表示将进一步进行调查了解，积极协调、
依法处理。

学校热水太贵 每壶3元
商丘师范学院称尽快更新设备

河南手机报“151********”的网友：商丘师范
学院需要插卡买水，以前一壶水几毛钱，现在插
卡设备坏了，接一壶水要 3 块钱，而且水经常不
开，学生多次反映无果。

民声回复：商丘师范学院回复称，由社会投
资，学校在离开水房较远的部分公寓楼内安装了
热水器，本着自愿消费的原则，一壶水 0.4 元。但
在使用过程中，个别学生不刷卡强行搬转热水
器，打开检查口倒出热水，造成下次来刷卡接水
的学生刷卡费用较高。发现这种情况后，投资方
正在更新设备。设备更新完成后，将不会再出现
类似现象发生。学校已提醒学生注意开水指示
器，水不开时不要强行接水。

办证3年 身份信息难查证
汝南县公安局称正在上报解决

大河网网友“wangfushan”：我是汝南县人，
我的二代身份证已经办了3年多，现在银行系统和
外省公安系统都查不着我的身份信息，造成我不
能办理居住证、报考驾照和在银行办理业务，给我
带来了很多麻烦。不知道哪个部门能帮忙解决？

民声回复：汝南县公安局回复称，公安部数
据库的维护需经由市局、省厅到公安部逐级上
报，现该局已将该网友二代身份证情况上报到驻
马店市公安局户政大队系统管理员，市局将逐级
上报到公安部，以解决网友的身份证问题。

道路被卡车轧的伤痕累累
洛阳伊川农村公路管理所称已开修

大河网网友“小农民”：我是伊川县彭婆镇申
圪垱村农民，南张路经常有到曹沟村工业园的运
输大卡车，重达五六十吨，把原有水泥路碾轧得
伤痕累累，大坑连着小坑，极大影响周边行政村
群众的出行。希望能尽快维修此路，给周边群众
出行创造好的条件。

民声回复：伊川县农村公路管理所回复称，
南张路沿线几十个工业生产厂家，原有的水泥路
面是按村村通标准修建的，不能承载大吨位车辆
的碾轧，导致路面破损严重。该县交通部门向上
级主管部门申请立项，经审核批准对该路段进行
大修。目前，已开始施工。

（本栏目主持人 张磊）

点击事实：这里，老一代的劳模
群星璀璨，史来贺、吴金印、刘志华等
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新一代的劳
模层出不穷，裴春亮、范海涛、张荣锁
等的追求与时俱进。这是一个精神
的“金矿”，网友称之为“新乡劳模群
体”现象。

11 月 19 日，焦点网谈栏目以《商
丘好人——向上向善的力量》为题，
对商丘好人现象进行了深入报道，引
起网友强烈反响。为持续传递出强
大的河南正能量，《焦点网谈》栏目联
合大河网、河南手机报继续推出《文
明河南·城市精神标签》系列报道之
新乡劳模群体现象篇。12 月 5 日，焦
点网谈记者赶赴新乡市，专门对此进
行了实地探访。

口本报记者 亢 楠

“遛狗不见狗，狗绳提在手，见绳
不见手，狗叫我才走！”

“最新的西湖十景：苏堤尘晓、曲
院疯咳、平湖求月、断桥痰多、柳浪闻
腥、花港观雾、三潭隐约、两峰成云、雷
峰夕罩、南屏晚朦。”

连日来，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
范围雾霾天气，全国有 25 个省(区、市)
不同程度地“中招”。网友在网上调侃
雾霾天，并提出应对办法。

半城白雾半城灰，汽车
慢的像乌龟

@哒林宝呗：现在的济南街头，随
便给人个大嘴巴子，一回头人没了，因
为雾霾太严重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济南街
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的脸！

@慢了个半拍：这是一个悲伤的
故事。男孩女孩闹矛盾，约定背对背
各走 100 步，回头时如果还能看见彼

此就不分手。结果，他们走了两步就
都回了头，却没有看见彼此，于是他们
分手了。

@草根走秀：雾霾天，两个医生郁
闷地望着窗外的大雾聊天。甲：“你说，
这天儿让人怎么活呀？”乙：“是呀，这大
雾天气，要赶上个白内障病人拆线，睁开
眼后准会以为自己的手术失败了！”

@乐活保定：此时保定的天，遛狗
不见狗，狗绳提在手，见绳不见手，狗
叫我才走！

@记者王士伟：半城白雾半城灰，
汽车慢的像乌龟，三米之外无人影，任
你鸟儿也难飞！

@肖兮兮是个好东西：最近真是
雾霾严重，连联合国人居奖的获得城
市南宁都没有好天气。

求大风、求大雨，赶快驱
走雾霾

@张-华亮：给大城市所有的大楼

顶上安装大风扇，有关部门统一控制，
同时朝一个方向吹，吹散雾霾。

@清风明月：雾霾已经出现在了
我们的身边，虽然无奈，但肯定会有更
多的关爱。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不要
吝惜关爱别人。

@瓜子不香：雾霾天要停止晨练，
以免雾中有害物质被吸入呼吸道；出门
戴口罩，减少有害物质的吸入；食物上面
补起来，补钙、补维D，多吃豆腐、雪梨。

@大大卷不倦：小伙伴们尽量不
要出门吧，出门也要注意安全，穿颜色
比较亮的衣服，过马路的时候尤其要
注意往来车辆，尽量不要戴隐形眼镜。

@未来已来：在这么朦胧的天气
里，还需开车外出的筒子们要注意啦：
开雾灯，不要开远光灯；控制车速不要
超速；“除雾”不要边走边擦，做到目不
离路。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注意
安全驾驶噢！

@人民日报：天越来越冷，霾久居

不走，户外劳作的环卫工比我们承受
更多。为让他们少弯一次腰，不乱扔
杂物，多走几步放入垃圾桶；不随地吐
口香糖，纸巾包起再丢；开车出门车上
备个垃圾袋，拒绝车窗抛物；为歇脚取
暖的他们提供力所能及之便。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
青山

@鲍学军空间：全国性的雾霾是
一个标志，说明污染已从局部的城市、
山林、河流、空气发展到了全局性的环
境污染，而且全局性的污染也正在改
变气候，治理环境应当有更大的力度，
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匪匪王：一场空前的雾霾席卷
全国，京津冀长三角重污染成片。我
们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打扰的不是我：国家应该尽快
出台具体排放标准和治理政策，为每
一家排污企业戴上一个大“口罩”。

@设计师摄影师王梦：治理雾霾，
从我做起！春节将至，减少购买或不购
买烟花爆竹，过一个环保春节；不购买
大排量汽车，减少开车次数，尽量选用
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洗一两件小衣服尽
量不用洗衣机，每天少用一点电器设
备；杜绝砍伐，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种植
绿色植物！

全国多地雾霾持续且范围扩大引网友纷纷吐槽

求大风 散雾霾
口本报记者 贺心群

网事聚焦

土地肥沃，劳模群体才能层
出不穷

大河网网友“岁月不留痕”：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那就是知群
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忙群众之所需，这样的干部我们当然支持他，
简单地说就是，你懂我，我挺你。新乡的干部群体正是这样的作风。

大河网网友“庭院深深深几许”：作为新乡人，对于劳模我是最有
发言权的，我身边就有这么几位，他们不但带领我们致富，更可贵的
是他们给予我们尤其是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怀和尊重，所以对他们我
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大河网新闻客户端网友“牧野原上草”：老书记史来贺虽然走了，
但新书记带着刘庄人继续往前走，别的不说，你看这不输于大城市别
墅区的居住环境就是最好的证明。

大河网新闻客户端网友“天依然黑”：吴金印带领我们筑大坝、修水
库、架桥梁、造良田，帮山区群众挖掉了穷根，日子一天一天的好，他却一
天比一天苍老，这样的好干部谁忍心说个“不”字？

新乡劳模群体现象应推广到
全国

新浪网网友“果子3398”：新乡可以请咱北京的李素丽来传授经
验，我们也可以请新乡的劳模去北京传授经验啊，这样的群体现象值
得推广到全国。

人民网网友“伏案听雨”：新乡劳模群体现象有着非常好的教育
意义，他们所传递的积极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着极大的感染力，
如果能推广到全国，掀起学习的热潮，那绝对是人民之福。

@爱暖心田：这些人质朴的气质最为难得，言谈举止间虽充满着乡
土气息，但却不乏睿智，用大白话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这种魅力令人折
服，这就是如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的重点。

@smxkn2046：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功于斯，他们的成功激发
了牧野人民勤劳、智慧、拼搏、奋进的干劲。这样的精神，适用于任何
地方，任何行业，应加以推广。

那些让人感动的“先进人物”

●史来贺，新乡市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全国著名劳动模
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来贺带领群众向高科技进军，
建起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华星药厂。运用新掌握的领导
科学和管理知识，带领刘庄形成了以农促工、以工建农、农工
商并举的商品经济的新格局。

●吴金印，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
记，40 多年来，他多次主动放弃组织
上调他到上级机关工作的机会，深深
扎根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忠于党的
事业，不计名利，不怕艰苦，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优异
的成绩。

● 范 海 涛 ，
河 南 孟 电 集 团
总经理，他与时
俱 进 ，开 拓 创
新，团结带领孟
电 集 团 员 工 奋
发进取，连上八
个大项目，曾获
得“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 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 ” 等 50 多 项
荣誉称号。

12 月 6 日，新乡市委党校教授张敬民就“新乡劳
模群体现象”接受焦点网谈专访——

新乡劳模群体辐射力强

焦点网谈：网友在盘点时发现，新乡近年来涌现了一批
耳熟能详的先进人物，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张敬民：新乡的劳模群体有着数量多、成绩好等特点。
他们把老百姓的问题放在最高位置，在群众中口碑好，在干
部中辐射力强，所以，很多人愿意向他们学习，而且这种辐射
不仅仅是在农村干部中，在非公经济中也越来越多，他们为
社会注入了极大的正能量。新乡劳模群体在关注弱势群体、
带领群众共同富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正是时代所
需要的，所以才有这么高的社会认知度。

焦点网谈：为什么这么多先进出现在新乡，原因是什么？
张敬民：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先进文

化传承的原因，但最主要还是新乡市各级党组织对先进模范
的推广、宣传和培养。对于先进人物，我们党给予很高的荣
誉，激励更多人争当先进。新乡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对劳模
群体的挖掘、推广和宣传。比如吴金印就是个例子，通过持
续不断宣传、推荐，从而走向全国。

焦点网谈：如何将这样的模式推广出去？
张敬民：要一方面抓先进，让先进更加先进。另一方面

转化后进，缩小差距。后进人数越来越小、先进人数越来越
多，从而改善整体的工作环境，使得原本在中间的人逐步向
先进靠拢。在一个范围内，先进的人越多，人们争当先进的
劲头就越足，反之亦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慢慢培
养出“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才行。

相关链接

“只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们才会拥护你”

12 月 5 日，焦点网谈记者来到了位于新乡县的刘庄村，一进村，
记者便被那一排排的小别墅所震撼。

在刘庄村党委书记史世领的带领下，记者走进村民刘清安的家，
温暖的客厅里整齐地摆放着沙发、茶几和 42 英寸的液晶电视。听说
书记来了，老刘 80 岁的母亲张恒兰也赶了回来，她是有着 58 年党龄
的老党员，在刘庄已经度过了一甲子的时光，刚刚从邻居家串门回来
的她显得神采奕奕，一进门便拉着史世领聊个不停。

“没有新老两代书记和刘庄村干部们的努力，就没有我们今天的
生活。”张恒兰告诉记者，以前冬天到了晚上就只能钻进被窝，而现在
有了集中供暖，很多老人都会有事儿没事儿的串串门，村里长寿的老
人越来越多。

在华星药厂，记者见到了 80 后的“外来务工人员”小吕。
小吕3年前经招聘来到刘庄，现在是华星药厂的一名技术研发工程

师，在他的眼里，吃苦耐劳、勇于创新是刘庄干部群体的典型标志。他告
诉记者，当别人下班回家休息的时候，刘庄的干部们却风雨无阻在晚上
8点召开例会，总结每天工作并确定未来发展方向，也正是有了这种吃
苦耐劳的精神，才有了华星药厂从传统制药到生物科技的转变。

“村干部们对我们这些‘外来户’会更加关心，让我们感到很温
暖，能安心地在这里工作生活。”小吕说。

据史世领介绍，全村从 2003 年开始规划建设 400 多套配有中央
空调、信息网、集中供热供气、供水排水、安保全天候监控系统等设施
完备的智能化、花园式农民别墅，每户 472 平方米，人均超过 120 平方
米。对于从外面引进的人才，则安排他们住在旁边的五层小楼里，虽
然不是别墅，但每户也超过了 160 平方米。

“千变万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条啥时候也不能变，只有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会拥护你。”史世领说。

我在现场

记者连线

●嫦娥三号 2 日凌晨发射成功 揭秘背后 4 个
河南汉子

●郑州开查不文明养狗行为 遛狗不拴狗链
将扣狗罚款

●河南全省推行国四标准汽油 93 号每升涨
2 毛 3

●河南直管县不再“一个媳妇俩婆”明年起
真正省直管

●河南粮食生产“十连增”高标准粮田功不
可没

●河南刑案庭审被告人将不剃光头穿便装
与律师同坐

●国内十大危险路段郑开大道上榜 开通近
7 年死 55 人

●前 10 个月 河南在建“大项目”投资超 1.3
万亿

●郑州国际快件可“直飞”纽约：当日寄出 次
日递达

●河南高速通车里程 5858 公里 连续 7 年保
持全国第一

（12 月 2 日至 12 月 8 日）

老典型群星璀璨老典型群星璀璨 新劳模层出不穷新劳模层出不穷
新乡劳模群体推陈新乡劳模群体推陈出新引网友关注希望推广到全国出新引网友关注希望推广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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