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绿扬

家，是幸福的港湾，是温暖的依靠，
是心灵的乐园。5月 24日，2017全国

“最美家庭”揭晓会在北京举行，我省共
有 35 户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称
号。“最美家庭”美在何处？日前，记者
走进部分全国“最美家庭”，解锁“家”的
幸福密码。

互助互爱

一个家庭能有多少磨难？伴侣瘫
痪、父母久病……在经历风雨时，家人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淇县市民王秀杰
一家给出了答案。

14年前，王秀杰刚刚结婚，婆婆就
突发脑出血引起偏瘫；7年前，丈夫因
脑出血导致偏瘫。面对生活中的磨难，
王秀杰和家人没有退缩，而是坚强地扛
起了生活的重担，用爱撑起一个家。“家
庭和睦最重要。只要一家人一起分担，
不管多大的困难都能挺过去。”她说。

在本次当选的全国“最美家庭”中，
和王秀杰一家有着相似经历的家庭并
不罕见。

2003年，济源市民史传武的母亲、
妻子相继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在
不幸面前，这家人表现出的是乐观、奉
献。多年来，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植物
人妻子和下肢瘫痪的母亲身上没有长
一个褥疮。在看护病人的同时，他们总
结了“勤按摩、多翻身、常洗澡、陪说话、
营养餐、善夸奖”等朗朗上口的经验，耐
心地讲给前来取经的病人家属。

风雨摧不垮，有爱才是家。史传武
说，只要亲人还在，他们就是幸福的：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只要勇敢面对，用
积极的态度来迎接磨难，就能走出阴
霾。”

播撒大爱

一对小夫妻，收入不多，却供养着
17位“父母”；家园不大，却有20多名孩
子喊他们“爸爸”“妈妈”。这就是潢川
县的李建丽一家。

自 2004年起，李建丽就与吃百家
饭长大的丈夫一起帮扶、照顾

村子里 17位孤寡老人。
逢年过节，夫妇俩都

会为老人们送
去生活必

需品。

2012年，夫妻俩建起“爱心家园”，
收养了十几名困境儿童。李建丽说：

“每天孩子们放学回到家，放下书包就
会围上来叫妈妈，这是我最幸福的时
候。”

幸福是什么？在杨明锋心中，幸福
意味着坚守，意味着 28年如一日履行
承诺。

1988年底，中原油田职工杨明锋
的工友舒世刚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
亡。看到舒世刚年迈的母亲无依无靠，
杨明锋和妻子许下诺言：“舒妈，您放
心，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28 年
来，杨明锋一家把当初的一句诺言化成
10000多个日夜的悉心照顾。今年初，
91岁的舒妈走了，杨明锋在山东老家
为她披麻戴孝。“我守住了承诺，无怨无
悔。”杨明锋说。

此次公布的35户全国“最美家庭”
中，无论是举债上百万创办了留守儿童
学校的冯俊霞、张清芳夫妇，还是同为
中华骨髓库志愿者的王飞、苏蕊夫妇；
无论是先后救起 13条生命、被人们称
为“救人专业户”的马士友家庭，还是成
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共同致
富的王娟家庭，无不在一言一行中体现
着小家大爱，彰显着文明风尚，他们也
在奉献中收获快乐。

传承家风

在西峡县紫金街道礼堂社区有一
个 17口人的大家庭：年逾八旬的庞凤
仪、杨国亮夫妇儿孙满堂，全家人虽然
年龄、性格、志趣各不相同，但从未出现
过矛盾，大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谈起自己的“齐家之道”，庞凤仪
说：“我教育子孙在外要谦虚礼让、尊敬
师长，在家要长幼有序、相互关爱，让他
们把‘孝道、和睦、宽容、向善’的家风一
代代传承下去。”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追求
真善美，树立好家风，是“最美家庭”的
幸福源泉。“我家的家训是‘走正路、孝
为先、齐协力、不忘本’，这条家训是我
们开家庭会议时制定的。”平舆县农民
刘久毅家庭自 2012年起，每年春节都
会召开一次家庭会议，总结一年工作、
生活成绩，对表现突出的家庭成员进行
表彰，以这种形式激励大家奋发向上，
塑造良好的家风。

亲情浓，家庭和，国家兴。爱岗敬
业、廉洁治家，把“清正为官、清白做人”
当作家风家训身体力行的耿传忠家庭；
行孝为先、教子成材，践行“孝亲人就要
爱他人”的郭云堂家庭……如今，一个
个“最美”的“社会细胞”不断涌现，成为
中原大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让好家风

在家庭成员间传承，同时引领社会风
气向好向善，凝聚起强大正能
量。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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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宁

5月 22日，驱车行走在新县县
城，满眼都是翠绿的山、清澈的
水。顺着首府路往深处穿行，一座
具有明清风格的建筑闯入眼帘，这
就是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80多年前，这里就是鄂豫皖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批革命家在这
里从事革命工作、传播革命理想。

午后的阳光照射在徐向前题
写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的匾额上，让这里的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都散发出古朴又厚重的光
芒……

时光回溯到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红军胜利攻克新集（今新
县县城），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于
1931年 5月正式成立。分局直隶
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代表中央而
高于省委。

分局的成立，犹如一道亮光、
拨开暗夜——有了稳固的指挥中
心后，鄂豫皖苏区在很短的时间就
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
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抬脚踏入大门，中共中央鄂豫
皖分局省委会议室、中共鄂豫皖省
委办公室等旧址就分布在这些方
方正正的天井小院里。

落满灰尘的蓑衣，不能嘀嗒行
走的旧钟表、锈迹斑斑的水壶……
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办公室及省
委书记沈泽民的住室里，一切物
件都似乎在静静诉说着曾经的
故事……

1931 年，沈雁冰（茅盾）的弟
弟沈泽民受党组织派遣，从上海辗
转来到大别山。一年后，第四次反

“围剿”失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
机关随红四方面军撤离，身患重病
的沈泽民决定留在这里，重建红二
十五军。

时间定格在 1933 年，深知时
日不多的沈泽民含泪将并肩战斗
的同志成仿吾扶上马背，叮嘱他要
到上海给党中央汇报工作……

“三年战斗在此地，劫后重来无
故人。多少英雄尽瘁去，山河依旧
露深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耄耋老
人成仿吾又回到了这里，含泪留下
了这首诗。

透过旧址上空飘过的历史烟
云，总有一股精神的力量在指引人
们砥砺前行，前来瞻仰的人群络绎
不绝。

刚走出旧址小院，迎面一辆大
巴停了下来，又有数十名参观者来
到这里，寻找历史的印记，感受红
色文化的熏陶。⑤6

□本报记者 孙欣

每期发行量不到10份，读者主要是家庭成员。在
商丘市，有这样一份家庭小报，不仅沟通了亲人之间的
感情，更成了传承家风的载体。5月21日，记者在蔡红
杰的家中，看到了一份份彩色打印的《温馨家园》，图文
并茂地讲述着家事家风，字里行间透着浓浓亲情。

“父母都是离退休干部，他们的高尚品行深深影响
着我们。传承家风的方式有很多，家人们希望通过这
张小报，传承发扬好家风。”说起创办《温馨家园》的初
衷，蔡红杰告诉记者。

2015 年初，蔡红杰开始着手设计和制作家庭小
报。蔡红杰80多岁的老父亲蔡中海，当起了总顾问，
蔡家三兄妹的每一个小家庭都是一个“记者站”。这份
内部传阅的家庭小报，每期有八个版，设有家人动态、
岁月如歌、家人风采等栏目。大家有啥新鲜事、工作生
活感悟、思想动态等，都喜欢在小报上说说。

蔡家三兄妹整理了父母长辈的家风故事在小报上
刊发，提炼出了“本分、节俭、勤奋、敬业、团结、助人”的
12字家风格言。报纸出来后，家里人争相传阅。孩子
们也踊跃投稿，用小报记录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2016年5月，蔡红杰的母亲因病去世，蔡家兄妹和
孙辈各自写出文章，深深地怀念老人。《温馨家园》出版
一期专号“亲切的缅怀 无尽的思念”。“纯朴、勤劳、善
良、坚强……母亲的点点滴滴都是无法忘却的记忆。”
蔡红杰的哥哥蔡红伟写道。

如今，这份充满温情和正能量的家庭小报已出版
10多期。蔡红杰说，家庭小报不仅是家风传承的载
体，重要的是通过办小报，家人的心更近了。“《温馨家
园》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家教’新方式，我们要一直办
下去。”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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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一宁

“端午节快到了，咱得给西华县叶埠口乡洼赵村的
村民准备点慰问品。”5月21日，在威明实业(深圳)有限
公司周口分公司，刚从北京回来的总经理韩平就开始
策划新的精准扶贫救助行动。

在韩平的办公室里，一面“韩平妈妈，热心助学爱
心捐赠，慈母情怀善爱施仁”的锦旗格外醒目。帮贫困
学子圆大学梦、给受灾群众送慰问金、与环卫工人共进
年夜饭……扶贫济困的队伍中经常出现韩平夫妇的身
影。

二十年前，韩平与丈夫赵书玉艰苦创业，先后经营
过服装，出租过建筑设备，开发过露天煤矿，事业逐渐
发展壮大的同时，他们坚持济困助学，累计捐款捐物达
300多万元。

“我之所以倾力献爱心、做慈善源于家人对我的深
刻影响。”韩平告诉记者，时至今日，84岁的婆婆还经常
利用休息时间在小区捡拾垃圾资助贫困学生，5岁的儿
子也总是把喝过的饮料瓶交给奶奶一起送到废品收购
站。

与对慈善事业慷慨大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平
一家一直在追求极简的物质生活。“每到逢年过节要给
家人们添置新衣物时，大家都说不用买、还能穿。”韩平
说，在慈善公益的道路上，是家人们推着她一路奋进，
把温暖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谈及今后的计划，先后被授予河南省三八红旗手、
第三届感动周口十大人物、周口市十大慈善公益人物
等称号的韩平给自己制订了两个“小目标”：资助100
名贫困学生上大学；一对一帮扶5户困难家庭。“希望
会有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去，因为付出和
收获一样会带来幸福和快乐。”⑤11

□本报记者 卢松

从和丈夫结婚，到家里老人去世，再到两个女儿结
婚，滑县气象局退休干部王淑香家的婚丧嫁娶事宜，都
摒弃陈规陋习，一切从简办理。

“35年前，丈夫骑着一辆自行车就把我娶回家了，
没有新衣服也没有彩礼，只请双方亲戚吃了一顿饭。”5
月 22日，王淑香告诉记者，“当时就看中了他这个人，
觉得以后过好小日子比要啥都强。”

婚后，王淑香和丈夫患难与共、相互扶持，共同营
造了一个夫妻恩爱、上慈下孝的和睦家庭。

百善孝为先。公公患有癌症，医生说活不过半年，
但在王淑香和丈夫的精心陪护照顾下，最后活了10多
年。后来，婆婆又生病常年卧床不起，王淑香早晚伺候
在床前，帮她洗澡、擦身子，得病三年之后婆婆才离世。

“公公婆婆活着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尽孝，尽心
尽力让他们过得幸福。”王淑香说，“老人去世后，我们
则节俭办葬礼，只请近亲属参加，议议长辈功德，缅怀
逝去亲人。”

一段时间以来，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相互攀比
等不良风气，不仅会造成铺张浪费，住住还使一些家庭
因此返贫。王淑香的言传身教和良好的家风传承，润
物无声地影响着两个女儿的婚姻观。

两个女儿结婚时，王淑香没有给她们送嫁妆，也没
有向男方要一分钱的彩礼，更没有大设宴席。大女儿
在男方农村老家办了简单婚礼，二女儿在滑县举办一
场节俭且不失隆重的中式传统文化婚礼。“两个女儿
带头摒弃陋习，移风易俗，影响带动身边一大批年轻人
转变观念，简办婚嫁喜事。”王淑香说。

王淑香和丈夫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不仅利用自
家的庭院，举办和谐家庭大讲堂和国学大讲堂，讲授孝
悌、行善等传统国学文化，还巡回到各乡镇、村义务讲
课，传播勤俭节约和婚育新观念，引导全县广大群众移
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尚。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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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行业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社会组织与企业联系紧密，在企业
中有很强的影响力，是党和政府联
系企业及企业家的重要“枢纽”。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方法，推动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加快发展。今
年更是定下新的目标：到年底实现
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60%，党
的工作覆盖率达100%。

凝聚员工人心
促进企业壮大

5月 23日，省清洗保洁行业协
会执行会长史治国忙着为重庆市清
洗保洁行业协会参观团的来访做准
备，“参观团20多人，来学习协会运
作模式和开展党建工作的经验。”

清洗保洁行业薪水不高，人员
流动性较大，行业内的企业经常面
临人才危机。近年来，省清洗保洁
行业协会鼓励和引导会员单位通
过成立党组织，在党员的带动下，
把员工的心拢在了一起。

郑州圆方集团是省清洗保洁
行业协会的会长单位，也是协会非
公党建工作的样板企业。2002年
郑州圆方集团成立党组织以来，把
党支部建在分、子公司，把党小组
建在项目部，选派分、子公司总经
理的条件首先是党员。公司品质
部主管白永丽说，“入党后责任心
更强了，苦活累活会争着干。”

如今，在郑州圆方集团人人都
要求入党，为企业发展多出份力。

“企业建立党组织不仅能凝聚员工
人心，还能转化为生产力。”郑州圆
方集团总裁薛荣介绍，公司参加省
内某机关大楼保洁竞标时，承诺把
最优秀的党员派来，最终在众多竞
争者中胜出。

在郑州圆方集团的带动和感
召下，近年来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的很多会员单位都积极开展党建
工作。“目前协会已有两个党委、一
个党总支、43个党支部，党员总数
达到500多名。”史治国说。

专注扶危济困
弘扬公益文化

“2013年成立党组织后，我们
开展活动有了明确的方向，也更加
规范有序。”5月23日，河南荣康律
师事务所律师王明伟说。王明伟
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国旗，办公椅后
还竖着一面鲜艳的党旗。

河南省百联企业文化服务中
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是由王明
伟等 5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发起成
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是倡导
企业传播公益文化，联合更多企业
做公益事业。

服务中心刚成立时，一大批企
业家聚在一起，到处奉献爱心，从
为困难群众捐钱、送米面油，到给
社区的老大爷理发，再到为环卫工
人捐饮水机等，啥公益活动都做。
在王明伟看来，“做的事情很杂乱，
没有精准发力。”

经过两年实践，王明伟提议服
务中心成立党组织，围绕党和政府
的中心工作做公益活动。服务中
心主要成员讨论后，都认为跟着党
的政策走，无论是企业或人生，绝
对不会走偏。

2013年底服务中心成立了党
支部，带领全省2000多名企业家，
围绕“扶危济困、脱贫奔小康”策划
公益活动，成效和影响力明显提
升。王明伟介绍，今年打算号召更
多企业为贫困地区的小学捐建图
书室，让更多贫困学生享有阅读权
利；帮扶一些贫困地区的孤寡老
人，让他们晚年生活更幸福。

目前，全省已登记的社会组织
有28026个，而党的工作覆盖率还
比较低。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局长张正德介绍，今年民政部门将
积极探索在成立登记、年度检查、抽
查审计、第三方评估等监管过程中
督促社会组织加强党建工作。同
时，向没有党组织的社会组织选派
党建指导员或联络员，尽快让党的
工作在全省社会组织中落地生根，
激发出更多发展活力。⑤11

社会组织
如何下好党建这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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