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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伟

故 宫 博 物 院 官 网 日 前 发 布 消

息，要为在打工中不幸遇难的何刚

举办追思会，缅怀他为中国文博事

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这则消息，打

开了尘封 32 年的感人故事，让一位

河南普通农民的凡人义举重新进入

人们的视野。

32 年前，何刚坐着火车到故宫，

捐赠了在自家院里挖出的 19 件国宝

级文物。文物无价，当时，面对文物贩

子的一编织袋钞票，他只有一个念头，

“这是文物，不能卖，得交给国家。”从

那时到现在，何刚的家庭并不富裕，生

活的不幸更是接踵而至……何刚捐

赠，感动中国。本报 6 月 19 日报道此

事后，人民网、新华社、中新网等中央

媒体网站纷纷转载，今日头条、新浪、

腾讯等商业网站高度关注，新华社官

微阅读量 100000+，众多网友点蜡烛、

送鲜花向何刚表示敬意：“要留高洁

在人间。这位先生懂得文物的价值，

他的行动可以打败无数拜金主义的

浮躁世风，敬重您，走好！”“我佩服

他，他是中国最朴实的农民，这样的

善举应该永远被记住。”“爱，在行动

中！奉献，是所有人的事”……

凡人大义，洗涤灵魂。何刚犹如

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世界隐藏着

的“小”，教人惭愧，催人自新。把那

么多无价的珍贵文物悉数捐赠，这是

一种多么炽热浓烈的家国情怀！儿

女至今犹记，生活虽然不易，父亲总

是教导“人要活得有志气”；亲戚朋友

至今不忘，面对他人帮助，何刚总是

念叨“以后咋还人家”。在人们的回

忆讲述中，一个淳朴善良、诚实守信、

深明大义的何刚走进我们的心田，拷

问着我们的良知。今天，我们之所以

会有道德滑坡、底线失守的焦虑和担

忧，缘自一些人不讲情怀：老人跌倒

时纠结着“扶不扶”，歪风邪气面前畏

首缩脚，精致利己主义地权衡得失，

甚至在金钱利益面前罔顾法律……

价值多元、利益多样的当下，种种

诱惑与考验无处不在。践行何刚捐赠

的满满大义，像他那样坚守情怀，言传

身教育品德，取舍有道树风尚，就能守

住我们的诗意和远方。1

□本报记者 刘一宁

“离群众越近，我的心里越踏实。
有的群众可能一辈子就找我这一次，
我要努力做到让每个找过我的群众都
满意。”6月 16日上午，在洛阳市洛龙
区定鼎门社区，记者见到了背着绿色
环保袋、骑着破旧自行车巡查归来的
社区民警潘丹勇。

自1996年参加工作，潘丹勇在公安
系统已干了20余年。当过巡警、反扒民
警、特警的他，6年前主动要求下基层，做
一名社区民警。“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愿
做一名离群众更近的片警。”潘丹勇说。

“要不是小潘，我母亲很可能露宿
街头，现在想想都后怕。”提起潘丹勇，
家住宝龙小区的退休职工李阿姨忍不

住打开了话匣子。
6月14日傍晚，潘丹勇得知辖区内

有名老人迷了路，刚刚下班回到家的他
立即赶了过去。攀谈许久后，他终于从
这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口中得知
其真实姓名。在登录工作系统查询无
果后，潘丹勇马上利用朋友圈，动员社
区党员群众共同帮老人找亲属。经过4
个小时的紧张寻找，潘丹勇终于把这位
87岁的老人送到她女儿身边。

“只有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才能
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潘

丹勇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建立失物招领服务平台、发明社区

安全棋和校园安全棋、成立专职巡逻队
……潘丹勇不断创新基层工作方法，扩
宽为民服务渠道，定鼎门社区警务室也
被评为党员先锋岗和劳模工作室。

“把一些小点子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潘丹
勇告诉记者，自从成为基层民警后，他
每年都能从工作中琢磨出一项“小创
新”，在社区设立消防体验室和交通安
全体验基地就是其中两项。

拿起灭火器、拔下保险栓、对准火苗
底部喷射……在定鼎门社区二楼消防体
验室里，社区协警方园一边对着大屏幕
进行灭火演练，一边告诉记者，每个学
期，潘丹勇都要组织辖区学校的学生分
批次来上消防安全教育课，这里不仅是
洛阳市青少年自护教育基地，还是居民
了解消防法规和消防常识的好地方。

“我制作了一个软件，可以把走访
群众搜集来的各种信息汇总，并建立
链接，实现一键式查询。”潘丹勇告诉
记者，这项创新在全省“我与公安改革
微创新”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河南省优秀
共产党员”“河南省文明市民”，面对多项
荣誉，潘丹勇认为，基层党员只有用真心
服务群众，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③6

“我70多岁了，一个人在家没事就
加工这小灯，一个月能挣五六百块钱
呢！”6月 19日上午，记者来到庞文秀
老人家中，一边帮老人整理灯线，一边
与老人攀谈起来。

庞文秀是宁陵县乔楼乡八里曹村
的贫困户，是县委宣传部驻该村第一书
记宋涛的帮扶户。“我自己能动，能加工
霓虹灯，政府给我办了低保，还领着养
老金，够我这老太婆花的。”庞文秀说。

“小霓虹灯是我们村的致富宝，照
亮了村民的脱贫路！”宋涛一边和村民

打招呼，一边给记者介绍，霓虹灯加工
在八里曹村已有10多年时间，是致富
能人李香从浙江打工带回的致富项
目。目前，已带动全村 100多户群众
加工霓虹灯，其中15户是贫困户，人年

均增收约1万元。
随后，记者来到李香家中，一进门

就看到一大堆加工好的霓虹灯整齐排
放着。主屋就是“加工车间”，五六名
妇女正忙碌着。

霓虹灯虽小，却全是出口到英国的
产品，它改变了八里曹村很多人的生
活。村民加工的霓虹灯配件是从浙江厂
家通过物流直接发来的，制作工序简单
易学、老少皆宜。李香告诉记者，只要愿
意做，都可以领材料回家加工，计件付
费；也可以在她家干活，1小时10元钱。

“自从霓虹灯加工产业引入俺村
后，已吸引带动 100多名村民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增收。”八里曹村党支部书
记吴天奎介绍，村民因加工霓虹灯获
得的收入，最多的一年超过2万元，老
年人每月最少也可增收五六百元。小
小霓虹灯，点亮了八里曹村的脱贫
路。③7 （商丘日报·融媒平台专稿
记者 高会鹏）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6 月 19
日，记者从在郑州召开的跨境电商综
试区建设工作推进会上获悉，今年前
5个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378.5亿
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21%，其中出
口274.6亿元，占总交易额的72.6%。

副省长舒庆参加会议。他说，综
试区获批以来，我省统筹推进三大平
台、七大体系建设，跨境电商综试区建
设推进有力。我省制定了66项具体创
新举措，目前已有55项得到落实，跨境
电商与特色产业加快融合，出现了一批
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形成了一批特色鲜

明的跨境电商出口产业集群。
会议对综试区下一步的建设工作

进行了部署：贯彻落实综试区建设《实
施方案》，加快完善“三个平台、七个体
系”，培育壮大一批跨境电商产业园区
和企业主体,推动跨境电子商务自由
化、便利化、规范化发展，构建跨境电
商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圈，力争今年
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25%以上，
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2016 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
768.6亿元，同比增长1倍以上，助推
我省外贸首次进入全国十强。③4

本报讯 6月 19日上午，副省长
徐光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郑
州市调研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
园林博览会筹办情况。

园博园按计划将于今年 8月试
运营，9月建成开园。目前园博会筹
办工作已进入100天倒计时，各项工
作按照计划有序顺利推进，基本完成
了主要时间节点预定的工作任务，开
幕式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

徐光一行先后来到国家级文物
保护项目苑陵故城遗址公园（园博园
C 区）和正在建设中的园博园主展
区，了解园区规划等工作进展，现场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徐光对园博会各项筹办工作给

予肯定。就下步工作，他提出四点要
求：一要高度重视，精心筹备，务必将
本届园博会办成一届高质量、高水
平、影响力大的盛会。二要按照总体
方案，加快推进筹办工作，确保园博
会顺利开幕。三要精心谋划开幕筹
备工作，热情接待和服务好国内外嘉
宾，加大宣传力度，展现河南和郑州
良好形象。四要充分发挥园博会的
绿色引领作用，注重学习交流，提升
城市生态建设水平，带动全省生态文
明建设发展。③4 （本报记者）

““两学一做两学一做””··先锋先锋

霓虹灯照亮脱贫路

片警潘丹勇和他的“微”服务

感动中国的“何刚捐赠”

前5个月我省跨境电商
交易额378.5亿元

加快推进筹办工作
确保园博会顺利开幕

党报融媒之窗

今日 社评

本报讯（记者 董娉）6 月 20日，
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郑州机
场客运再创历史纪录：仅用五个多
月旅客吞吐量就突破千万人次大
关，同比增长 20%，增速在全国处于
领先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6月 10日，
郑 州 机 场 累 计 完 成 旅 客 吞 吐 量
1001.4 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一个月
突破千万人次大关；安全保障飞机
起降 8.12 万架次，同比增长 14.1%；
运营客运航空公司 43家，开通客运
航线167条，客运通航城市90个。

今年以来，机场集团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以提升郑州航
空港实验区发展水平、助力河南自
贸试验区建设为核心，紧紧围绕构
建郑州国际化航空枢纽目标，不断
强化航线运力引进、扎实推进运营
基地建设、着力开拓国际客运航线，
实现了郑州机场航空客运的持续快
速发展。

据统计，上半年，郑州机场客运
量单月增速均保持在 15%以上，持
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基地客运航
空公司建设稳步推进，其中南航河

南公司新增 3架过夜运力；西部航空
在郑过夜运力达 8架，郑州分公司项
目有望近期落地；祥鹏航空、海南航
空、扬子江航空和乌鲁木齐航空等
均在积极推进郑州运营基地建设。

同时，国际航线开辟持续向好，
先后增开了郑州至芽庄、芭提雅、曼
谷、新加坡等亚洲地区航线，开通了
至莫斯科国际包机航线；与捷星航
空和亚航商定合作，捷星航空拟于
10 月底开通至墨尔本国际客运航
线，亚航计划年内开通至东南亚的
多条客运航线。③4

仅用五个多月旅客吞吐量就突破千万人次

郑州机场客运再创历史纪录

本报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赵晶
晶）6月 20日，记者从郑州铁路局获悉，
今年铁路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日起至8
月31日止，共计62天。全局预计发送旅
客2232万人次，日均36万人次，同比增
长9.3%。

今年暑运，郑州铁路局客流主要以旅
游观光、假期休养、学生客流为主，客流主
要集中在京广、陇海、焦柳和京广、郑徐、
郑西高铁等干线，流向集中在京沪杭、东
北、西北、沿海城市和桂林、大连、昆明、成
都、贵阳、西宁、哈尔滨等主要旅游城市。

据悉，该局结合部分新线开通运营、
“7·1”调整列车运行图和暑运增开旅客
列车，统筹安排了客货运输能力。暑运
期间，增开直通临时旅客列车8对，增开
管内临时旅客列车2对，列车变更运行区
段1对。高铁动卧列车开行方案为6月
30日至 8月 27日，喜爱乘夜间“红眼高
铁”的旅客可留意12306官方网站的列
车、余票信息，合理选择出行线路。③7

今年铁路暑运
7月1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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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沁阳市衡中河南分校永威高中为高三学生举办了一场集体“成人
礼”，并邀请了他们的父母一起参加，见证孩子长大成人。⑨7 杨志强 鄂明 摄

□李中华 摄影报道

6月20日，郑州最高气温达36℃。郑州铁路局郑州桥工段及时组
织职工对线路进行高温巡视，防止胀轨跑道，确保线路安全畅通。中午
12时整，在郑州桥工段郑州北线路工区，职工焦东顺、郑胜武开始对郑
州车站北岔区出站的一段线路进行高温巡视，巡视于16时结束。

据该段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统计，当天32个工区共出巡职工
64人，管内最高气温42℃，最高轨温50℃，设备安全无事。⑨7

高温下的巡线工
郑胜武在迎接通过的列车

当日13时01分，轨温显示为48℃防暑药品是高温巡线工的标配

本报讯（记者 樊霞）为做好夏粮
收购和粮食“去库存”工作，推进粮食
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6月
15日至 17日，财政部副部长刘伟率
国家粮食局、中储粮总公司负责同志
一行来我省开展调研。

在豫期间，刘伟一行先后到郑州
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三全公司、中储
粮郑州直属库、中粮（郑州）粮油工业
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与农民、粮食经
纪人和生产管理人员交谈，了解粮食
收购、储存、交易、加工等相关情况，
并参加座谈会听取省财政厅、省粮食
局等相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副省长

王铁出席座谈会。
刘伟对河南在夏粮收购及粮食

“去库存”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高
度肯定。刘伟指出，河南要结合自身
实际，在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粮食收储方面，勇于探索，敢于创
新，力争多出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做法；要不断完善粮食储备政策，
加强粮食储备动态监管机制建设，着
力推进粮食储备依法管理，确保粮食
储备安全；要积极推进“优质粮食工
程”建设，形成亮点和特色；要强化部
门配合，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③6

在粮食收储方面
河南要敢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