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眼里，他是朋友多、电话多、下乡
多的“三多”局长，他也是真懂、真干、真诚
的“三真”党干部。6月 29日，河南日报刊
发长篇通讯《为了大地的丰收》，报道了优
秀共产党员、南阳市宛城区科技局局长陈
增喜的感人事迹。报道发出后，不少中央
媒体和省市媒体纷纷转载，瞬间刷屏了朋
友圈。网友纷纷点赞这位扎根乡野35年的
农业科技工作者。

“三多”局长是农民的智多星
大河网网友“清风文峰”：陈局长给村民

发名片留电话还经常下乡，“三多”局长就是

我们老农民的智多星，农村娃出人头地不容

易，陈局长年少学成后回乡务农，一干就是

35年，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是亲力亲为啊。

知乎网友“扇贝鱼”：现在脱贫攻坚战打得

这么响，科技扶贫还是非常可行的，老百姓能

种好地，自然就脱得了贫，地里留得住人，中国

十几亿人口才吃得上饭，好干部，必须赞！

“三真”精神得可劲儿发扬
知乎网友“WZ09783”：有 句 俗 话 叫

“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从古至今，不乏

官员尸位素餐，成为社会的毒瘤。基层干部

为人民做事，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真

懂、真干、真诚，这样的“三真”精神得可劲儿

发扬！

大河网网友“冬日的夏日”：比起贪污

腐败，更反感的是不作为人员，懒散打官

腔，最终苦的是百姓，看到陈局长一心一意

为群众干实事，打心眼里敬佩基层干部的

典范们！

躬耕大地彰显党员先进性
大河网网友“穿林打夜风”：党员就要有

先进觉悟，为人民服务不是空话，中国共产

党的大旗该是为人民举起来的。从基层到

高层，做官不言富，言富则从商，陈增喜不图

发财，躬耕大地是党员身份的彰显！

新浪网友“小乔要变强 33”：前有袁隆

平，现有陈增喜，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想

起大学上党课那会儿，学党章，讲作为，历历

在目。先进组织只吸纳先进分子，有这些一

心为百姓的好干部，是福气啊！

社区主任邢建军：学习“三真”精神
“陈局长的事迹给了我很多感动，做

实事，做好事，这才是一个党员干部的根
本。”风和日丽社区党委副书记兼社区主
任邢建军说道。陈增喜有“三多”，邢建军
也有“四心”。自 2003 年任职以来，她给
自己定下了“社区工作靠爱心、服务居民
靠细心、帮扶困难户靠诚信、解决矛盾靠
耐心”的“四心”工作法，并持之以恒，成了
她日常工作必修的“心经”。在她的带领
下，风和日丽社区先后获得国家、省、市级
等 100 余项荣誉称号。对此，邢建军表
示：“社区日常事务非常多，但是能为大家
多做一些事，心里踏实，还得向陈局长学
习‘三真’精神呢！”

教师马凯：做一枚“螺丝钉”
“陈增喜局长务耕农科田野，令人敬

佩。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高中教
师，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好这两个身

份。”郑州市七中高三班主任马凯讲道。马
凯是一位教学成绩出色的90后党员。高考
过后，他正在厦门大学参加班主任培训。
马凯笑言这两天有个在厦大读书的学生坚
持请他吃饭。那个学生告诉他，刚上高中
那会儿，从南阳到郑州全是新环境，非常不
适应，是他的温暖鼓励一直在指引着自己，
像亲人一样。马凯感慨道：“老师在不经意
间就给了学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或许，党员
和教师不需要分割，我们用心教和育，传递
一种向上的精神和力量，就是在发挥像雷
锋、陈增喜这样党员同志的螺丝钉作用吧。”

党员是社会的一面旗
段慧子 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陈增喜是农科河上一纤夫，在农技一线
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是群众的朋
友，是庄稼的“郎中”。共产党员是历史进程
的推动者，是引领发展的生力军，是小康建
设的带头人。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只要共产党员带了头，就会在群众中产
生巨大的示范作用，群众就会对党员产生一
种信任感、向心力。这样，党员就能真正成
为群众心目中的带头人，更好地带领人民群
众走向幸福生活。

在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应当为克己
奉公、无私奉献做好带头作用，做好社会的
一面旗，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走在群众的前
面，处处给群众做出表率，成为群众学习的
榜样，影响和带动人民群众为实现小康社会
而共同奋斗。共产党员还要发挥骨干作用
和桥梁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联系的中介，努力成为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相
联系的纽带。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实习生 张楠

朋友多电话多下乡多；真懂真干真诚。网友点赞陈增喜——

做“三多”局长 当“三真”干部

□大河网记者 朱丽文
实习生 何子豪 董金盈

为呼吁广大市民爱护黄河、保护环
境，7月2日，大河网联合河南文明网、郑
州粗粮坊生态庄园举行“黄河岸边清理
垃圾，保护环境关爱母亲河”环保骑行活
动，16支骑行队伍参加活动。

上午 8时，大河网骑友们从郑州市
惠济区古树苑出发，途经天河路，11时
许到达终点郑州粗粮坊生态农庄，全程
7.6公里。其间，地面上有垃圾大河网骑
友们就会主动停下捡拾，他们认真的态
度让不少游人感动。

大河网网友“老哈”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这是他今年第三次参加大河网
举办的公益活动。之前参加的为贫困
地区儿童捐书、给环卫工人送温暖等
活动都让他印象深刻。

大河网网友“水之月月”跟着队伍从
上街区骑行到黄河边，“家人和朋友非常
支持我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三年来风雨无
阻。”她说，在参加环保骑行活动的时候，
认识了很多骑友，大家约定今后一起参加
公益活动，让爱在骑友之间传递。

大河网骑友纷纷表示，环保应当从
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传播
保护环境、爱护母亲河的正能量，为实现
美丽中国梦贡献力量！

沿黄河环保骑行 网友一路“拾遗”
□张友堂

一男子因在候车室乞讨时纠缠乘车旅客，被旅客

扭送至上海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在查清事实后，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该男子进行了行政处

罚，令人吃惊的是，该男子的乞讨手段相当“与时俱

进”，他用一张贴有微信和支付宝收款二维码的卡片

纸，要求路人“扫一扫”付款。（《新民晚报》6月30日）
乞丐在人们的印象中，应该是鹑衣百结，满脸污垢，

手持破皿，向人乞讨。可是，在上海火车站一候车室，一

男子装聋作哑，对旅客进行纠缠，让他人扫码支付金钱，被

人扭送派出所后，真相大白。其人身体健康，根本不是聋

哑残疾。因为刚来上海找不到工作，看到老乡中有人在上

海乞讨，收入还行，便也加入了乞讨的行列。

乞丐自古有之。从前物质贫乏，穷人不得不乞讨维

生。现在物质丰富，健康人只要认真工作，足以解决生活

问题。然而总有一些人好逸恶劳，利用人们的同情心，不

工作靠乞讨，甚至还与时俱进，用微信、支付宝乞讨收钱。

不少报道也揭露过一些乞丐收入颇丰，这就让一

些好逸恶劳者趋之若鹜。还有乞丐操纵少年儿童乞

讨，对他们造成身体和心灵的极大摧残。在一些地方

甚至还结帮成伙，曾有武汉地铁丐帮组成千人群。

乞讨成为一种职业，专业乞丐年纪轻轻就爱不劳

而获。控制残疾人进行乞讨，更是藏污纳垢。乞丐成

帮危害更大，很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于乞丐泛滥，有关部门不应该只是呼吁群众不

要滥用同情心，而是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

对假乞丐要坚决打击，让其自食其力。对那些确实

有残疾的，社会提供帮助和救济，要从根源上杜绝假

乞丐现象。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给儿子打伞自己全身湿透，这张背影照让“伞爸”
刘侨走红网络，也“打动”了不少商家。7月2日，“澎湃
新闻”官方微博发布一条商用广告涉嫌侵犯他人肖像
权的新闻，短时间内阅读量达233万，不少网友调侃：

“伞爸，该收代言费了。”
据报道，“伞爸”的照片被用到了电信、保险、电影、

酒类等广告宣传上，某广告甚至直接将儿子PS成了一
只刺猬。网友“大白”说：“公益广告就算了，又不是为
了赚钱，但是商家盗用人家照片就说不过去了吧？”网
友“家属院小卖部”说：“刺猬那个太过分了，其余的还
好吧，毕竟构图相似的图一大堆。”

报道中，刘侨表示背影照片走红网络之初，主要用
于公益活动，所以并未干涉，但商家盗用图片打广告的
行为侵犯了他和儿子的肖像权。对此，有网友质疑道，
一个背影或是卡通形象图片，能说是侵犯肖像权吗？
网友“绿帽小主”说：“关键是并没有露脸啊？”

对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马明华说，肖像权
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具有可辨认性，即客观存在的人
的形象与通过艺术创作手段再现的形象相比，要为一
般的人所能够认知、辨认。知名人士的卡通形象，也算
作肖像权的一部分。他认为，商家的行为既侵犯了照
片作者的版权，也侵犯了人物的肖像权。一般来说，商
家使用普通人的背影，构不成侵权，但是“伞爸”已经在
网络上走红并广为人知，具有了一定的识别性，如果对
方用作商业目的，应该可以索赔。

据悉，刘侨已于2016年向相关机构申请了这张照
片的著作权，并于2017年初获得通过。目前，刘侨已向
京东、宜宾五粮醇品牌营销有限公司发出了律师函，希
望他们立即撤下广告。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刘侨，网友

“泗水滨”说：“国人该树立版权意识了，支持维权！也希
望能够有更多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肖像权！” （张楠）

一张背影照也有肖像权？

乞讨用上二维码
假乞丐该治治了

16支骑友队参加了沿黄河骑行活动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近日，开封西郊乡组织全乡班子成员、社区书
记、主任和中层干部一行70多人，远赴红旗渠，开
展了以“瞻仰丰功伟绩 勇创一流业绩”为主题的
党日教育活动。红旗渠纪念馆内,党员们通过影
像、图片、实物等了解了红旗渠建造的全过程,大
家为林州人民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精神感到震
撼。青年洞旁,党员们重温了入党誓词，更加坚定

了发展好建设好西郊乡的决心。该乡党委书记于
庆涛强调，全乡干部只要认真学习林县人民开天
辟地的红旗渠精神，紧紧结合当前全省纪委开展
的“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活动，就一定能够干
好当前正在推进的创文巩卫工作、平安建设工作、
信访维稳工作等工作，就一定能够改天换地，创造
出新的业绩。 （李宏雁）

为深入学习贯彻新乡市中院、卫滨区委和市
纪委“敢担当、转作风、争一流”活动及市中院、区
纪委“一准则一条例一规则”集中学习教育活动要
求，日前，新乡卫滨区法院为充分调动全院干警的
积极性，组织到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参观考察，

学习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史来
贺同志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参观后，大家纷纷表
示要以史来贺同志为榜样，紧密结合法院工作实
际，努力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养，为维护
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李桢）

去年以来，上蔡县大力实施党建引领工程，积
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利用扶贫项
目，在基础较好的村发展光伏发电，镇村和光伏企
业签订合同，村集体和村民年终分红。整合农村

集体闲置土地，面向社会承包收取租金，引导社会
资金创办小型企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兴办
村级集体企业，对外承包引入先进管理模式，确保
企业经济效益。 （卓伟）

“我的心愿是要一个新书
包”“我想要一套课外书”……
日前，新乡县检察院党组成
员、政治处主任刘晓鸣带领检
察干警走进李台学校为六名
中学生送去了爱心礼物，实现
了孩子们小小的心愿。为进一
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秉承着“责
任在肩、传播友爱、服务大众、
与你同行”的志愿服务理念，倡
导时代新风正气，新乡县检察
院党组结合“两学一做”践行要
求，成立志愿服务小组，在“微
心愿”认领活动中发挥先锋榜
样作用，进而带动引导更多爱
心人士、爱心企业参与进来。
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的形
式，尽个人的努力，来为困难学

生圆梦，奉献检察官们的一份
爱心。受助的学生大多是贫困
学生，缺乏来自家庭的关爱，此
次活动，满足了孩子们的心愿，
温暖了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
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当孩子们接过叔叔阿姨们精心
准备的文具盒、裙子、课外书、
书包等礼品时……激动得一
句话也说不出来。微微的心愿
传递着大大的温暖，孩子们收
到了自己的心愿礼物，每张脸
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参与活
动的检察官们纷纷表示，通过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他们深受
感动和触动，愿意更多地参与
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将温暖和
阳光传递给更多的人。

（魏巍）

近年来，唐河县检察院按照“抓班子、带队伍、促业务、树形象”
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在新时期加强队伍建设的新方法、新举措，确
保了各项检察工作顺利开展。一是抓班子建设落实主体责任。该
院始终把班子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关键来抓，完善了党组议事规
则、检察长办公会议制度等，以自身形象带动影响全院干警。坚持
民主集中制，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真正把党建工作、党性
原则融入检察工作中。二是抓队伍建设落实教育责任。该院坚持
把教育培训作为提升队伍素质、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抓手。认
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专项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干警的作风
纪律约束，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主动带头廉洁自律，不碰红线，不越
底线，守住防线。三是抓制度建设落实管理责任。该院坚持完善制
约监督机制，健全完善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干警八小时以外
活动报告制》《检务督察办法》等多项制度，并汇编成册，不断规范干
警的言行举止，使检察干警始终坚持规范执法、廉洁从检。四是抓
问责落实监督责任。加强对重大案件、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执法
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干警的日常监督，对干警八小时以外活动
实行报告制度，有效杜绝了干警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 （赵孟)

积极推动检察工作健康发展

认领“微心愿” 圆梦献爱心

领受红色教育 重温入党誓词

上蔡党建引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卫滨法院组织干警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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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陈增喜（右二）在汉冢乡卢园扶贫基地指导向日葵观光农业种植。 崔培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