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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
朝 董豪杰 实习生 赵颖英）即使双目
失明、丧失劳动能力，固始县武庙集镇
74岁的五保老人朱忠品依然“理发、看
病有人带”，晚年生活无忧。7 月 17
日，一份中原“新乡贤”推荐表，讲述了
当地陈淋子镇敬老院院长叶丙福几十
年如一日悉心照顾数十位老人生活起
居的故事。

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叶丙福
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
倡导者和践行者，是脱贫攻坚战的生力
军，是乡风文明的传承人，是文明家园
的建设者。固始的叶丙福，长垣的王好
君、王新法，夏邑的秦超众等，这些植根

于中原乡村的“新乡贤”群体，继承了传
统乡贤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在广大
乡村立德、立功、立言，在他们身上，蕴
藏着积极向上、教化乡里、造福百姓的
道德力量、榜样力量和精神力量。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要培育“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有
一个基本的界定：一是在本省居住或
祖籍为本省，爱党爱国爱家乡，遵纪守
法、有德行、有才能、有成就、有声望，
深受本地民众尊重的人；二是在外从
政、求学、经商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心系家乡、反哺家乡，对家乡各项建设
有较大贡献的人；三是积极为乡亲办
实事、办好事，带动乡亲勤劳致富，推

进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建设的人；四
是有良好的家风家训、思想品德良好、
嘉言懿行垂范乡里，以实际行动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在倡导农村移风易俗、
涵育文明乡风、引领社会新风尚、弘扬
社会正能量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

为让更多的“新乡贤”从幕后走到
前台，发挥其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
的价值引领作用，引导广大群众尊重
乡贤、学习乡贤、争当乡贤，更好地促
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扎根、
开花、结果，助力脱贫攻坚战，建设美
丽乡村文明家园，河南省文明办联合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在全省范围内“寻
找中原新乡贤”。河南日报农村版和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文明办将联合在河
南日报农村版开设“大中原 新乡贤”
专栏，中原三农网、河南日报农村版微
信公众号、文明河南微信公众号等各
类新媒体将同步推送，大力宣传、展示
我省“新乡贤”的先进事迹，形成向上
向善、积极进取的乡贤文化导向，为脱
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更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榜样力量。

“大中原 新乡贤”推荐人物事迹资
料需由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文明
办，于 8月 15日前统一报送至省文明
办，电子版请发至邮箱：xxxbdz@126.
com，联 系 电 话 ：0371—65795715
18603715471。③7

□本报记者 李凤虎

“王梅荣可是俺村出了名的好媳妇，
对公婆非常孝顺。”7月27日上午，记者
走进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村，只要一提
起王梅荣老人，村民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75岁
的王梅荣老人家中。小院打扫得干净
整洁。“妈，天热，喝点绿豆水，消消暑。”
王梅荣端着碗，正喂婆婆喝绿豆水。

“多亏俺这好儿媳，自到俺家后，
家务活和农活都是她一个人干，要不
俺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95岁的婆
婆齐玉兰夸赞道。

几十年来，王梅荣悉心伺候公婆，

含辛茹苦独自一人养育5个儿女和婆
家5个弟妹，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一个五
代同堂的大家庭。晚辈在王梅荣的影
响下，自强自立，先后出了1名博士、5
名硕士和9名本科生，她的家庭成为当
地文明家庭的典型。

王梅荣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8
岁嫁到白庄村。她为人善良，与公婆
关系融洽，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媳妇。
1976年，丈夫白登山不幸病逝，留给王
梅荣的，是5个年幼的子女、年迈的公
婆和婆家 5个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
面对一家老小，34岁的王梅荣擦干泪
水，义无反顾挑起了“媳妇”“母亲”“大
嫂”的家庭重担。

除照顾一家人的生活，王梅荣还要
种好11亩农田。有人曾劝王梅荣趁着
年轻改嫁，被她一口回绝。她知道，全
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的未来全系在她
一个人身上，她虽没读过书，却明白孝
道与感恩。凭着不怕难的这股劲儿，王
梅荣成为村里种庄稼、种菜的一把好
手。她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2002年，王梅荣的公公患脑中风
卧床不起，一躺就是7年。王梅荣与婆
婆一起，悉心照顾公公。每天给公公翻
身、喂饭。2004年，小叔子因心肌梗死
猝死，婆婆承受不住打击病倒在床。王
梅荣对婆婆说：“我是你媳妇，也是你闺
女，放心，我伺候你一辈子。”

卧床7年的公公去世后，子女相继
成家立业，王梅荣和婆婆相依为命。
村里人从未见王梅荣和婆婆吵过一次
架、红过一次脸。

75岁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王梅
荣却还在为这个家默默付出。王梅荣告
诉记者：“只要婆婆还在，我就永远是晚
辈，晚辈孝敬长辈，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王梅荣的孝行深深感染着村里的
人，每家每户纷纷以她为榜样，对家里
的老人精心照顾，家庭和睦、子孝孙贤。

2016年，王梅荣被省委宣传部、省
文明办、省妇联评为首届河南省乡村
好媳妇。2017年，她被中央文明办评
为中国好人。③6

德耀中原
道德模范在身边

注目“新乡贤”见贤即思齐
——河南省文明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为中原“新乡贤”立传

柔肩挑重担 孝行万家传
——记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王梅荣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27日，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省信访
局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暨全省信访工作推进会，传达
学习第八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和十届
省委第36次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上
半年信访工作，安排下半年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各级信访部门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
实增强“四个意识”，真正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上
来，以更加担当的精神、更加自觉的
行动、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到信访工
作中去，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
良好的河南信访稳定环境。

会议要求，各级信访部门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强烈的
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把信访工作作
为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
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千方百计为
群众排忧解难。要构建方便快捷的

群众诉求表达通道，打造信访“五通”
新模式，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接
访下访工作，坚持党政领导干部敏感
时期集中接访下访，实行三级信访部
门领导干部日察访、周接访、月下访，
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推进
信访基础业务规范化建设，使群众网
上投诉快捷高效的同时，能更好地解
决个人反映的问题。

会议指出，要落实党政领导包案
化解信访问题制度，下大功夫化解3年
以上信访老户和信访积案。要强化信
访联席会议协调督导职能，健全统筹
督查督办工作机制，构建以基层党建
为统揽的信访工作格局，抓好信访工
作责任制的落实。要严守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生活纪律，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可
靠、恪守为民之责、善做群众工作的高
素质的信访干部队伍。③5

本报讯 (记者 童浩麟)7 月 26
日，我省第一家农村劳务合作社——
丁圪垱富民劳务专业合作社，在兰考
县三义寨乡丁圪垱村成立。

丁圪垱富民劳务专业合作社由5
户社员发起，50多户社员参与。劳务
合作社主要吸收本地年龄较大、文化
水平较低、技能较差、无法外出务工
的就业困难农民，以及有劳动能力、
但难以找到合适就业岗位的农村劳
动力参加，对外提供绿化、道路养护、
环卫清洁、社区物业管理等服务。

“对于像我这种年龄大、又不能
外出打工的人来说，这种合作社形式

非常合适。在不影响家里农活的情
况下，我干点保洁、道路养护工作，一
年下来可以收入 1万多元。”丁圪垱
富民劳务专业合作社社员杨东波说。

据介绍，下一步，兰考县每个乡
镇（街道）将选择2至 3个试点，建立
第一批农村劳务合作社。全县计划
用3年时间，实现农村劳务合作社服
务群体的全覆盖。

“随着农村管理服务体制不断完
善，农村劳务合作社将发展成为农村
劳动力学习培训、就业创业、自我管
理的重要平台。”兰考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王彦涛表示。③5

为党的十九大召开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首家农村劳务合作社
在兰考成立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7月28日，
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上半年，全省
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335.3万吨、
187.8万吨、107.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5%、3.2%和 1.2%。优质畜产品供
应充足，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我省畜牧
业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上半年，我省家禽业持续调整，
中小规模养殖户数和养殖数量均有
所减少，但大型养殖企业强劲扩张成
为我省家禽产业发展的稳定器。德
青源相继在林州、西平、禹州、方城、
卢氏、洛宁等 6个县（市）布局，设计
蛋鸡存栏规模达到 600万只。正大
集团在兰考县和平顶山市布局，蛋鸡
生产能力达到400万只，肉鸡年出栏
3000万只。

上半年，我省畜牧业重点项目稳
步推进，优质草畜发展不断加快。省
畜牧局决定继续在37个县实施肉牛基
础母牛扩群增量项目，上半年新增肉
牛12.5万头，新增奶牛2.2万头。今年

全省畜牧业投资500万元以上在建及
年内拟开工项目共219个，上半年已完
成投资35亿元。在规模化养殖场中，
卢氏县科尔沁万头肉牛养殖场、民权
县科尔沁万头肉牛养殖场、正阳县君
乐宝万头奶牛场、兰考县中鼎牧业万
头奶牛养殖场、新蔡县花花牛5000头
奶牛场等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加快。

此外，我省畜牧业对外合作取得
新进展。上半年，郑州花花牛引进的
新西兰优质奶牛第一批4000头已进
驻新蔡县奶牛养殖基地。泰国正大
集团在平顶山市、新安县的蛋鸡、生
猪等项目稳步推进。伊赛集团、恒都
公司等企业上半年累计进口冰鲜、冷
鲜牛肉2500吨。

省畜牧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我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畜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瞄准
重大项目建设，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
良好态势，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奠定
了坚实基础。③7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7 月 31
日，记者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今年
上半年，我省专利申请量达到51228
件，同比增长 26.7%，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量 14391 件，同比增长 39.5%；
专 利 授 权 量 24074 件 ，同 比 增 长
6.4%。全省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25310件，每万人口拥有有效发明专
利达到2.67件，同比增长23.86%。

值得注意的是，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每万人口拥有发明专利
6.77件，同比增长 30%，增幅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据河南省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省政府关于新
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若
干意见》正式印发，意味着指导我省
建设知识产权强省的纲领性文件出
台。同时，省政府审议通过了《河南
省专利奖励办法》，我省知识产权强
省建设在政策上相继取得突破。另
外，郑州市成功创建国家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将获得中
央财政2亿元资金支持。③7

□本报记者 孙欣

“妈，今天怎么醒得这么早！”7月
27 日，天刚蒙蒙亮，看到母亲醒来，
刘交交高兴地亲了亲母亲的额头。
身体单薄的她吃力地将母亲抱起，放
在轮椅上，用湿毛巾擦了擦母亲身上
的汗。

几年来，类似这样的动作，刘交交
做了无数遍，每天给母亲洗脸、喂饭、
换尿不湿，悉心照料。从求学到工作，
她一直将母亲带在身边照顾，诠释了
新时期的孝心故事。

刘交交出生在鹿邑县一个农村
家庭。2010 年夏天，刚刚参加完高
考的刘交交高兴地从学校赶回家，却
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妹妹哭着
告诉她，爸爸快不行了。那时她才知
道，早在半年前，父亲就被诊断为食
道癌，家人担心影响她高考，就一直
瞒着她。

父亲去世了，奶奶已经70多岁，母
亲身患疾病，妹妹还在读高中，刘交交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为了方便照顾家人，刘交交在填
报志愿时，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商丘

师范学院。进入大学后，她省吃俭用，
边上学边打工，承担起母亲的医药费
以及妹妹和自己的学费、生活费。

2012 年 9 月，母亲因脑梗偏瘫。
思虑再三，刘交交选择了带着妈妈去
上学。

刘交交利用打工存下的钱，在学
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把母亲接到身
边照顾。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做饭，给
母亲穿衣、梳洗、喂饭，再匆忙往学校
赶。一放学，她就急忙赶回去伺候母
亲。为了维持生计，她还利用周末去
打零工。

2014年，刘交交大学毕业，带着母
亲回到老家，在鹿邑县伯阳双语中学
任教。她从未耽误过学生们的课程，
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学生们都很喜
爱这个乐观坚强的老师。“我们不仅从
刘老师身上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孝
道和责任。”学生徐留洋说。

今年26岁的刘交交身边不乏追求
者，但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带着妈妈
出嫁。刘交交说，“这些年照顾妈妈，
有时候也感觉很累，但每天能看到妈
妈，我就感觉很幸福。无论走到哪，我
都要带着妈妈。”③5

上半年专利申请量达51228件

市场供应充足 产业调整加快

上半年畜牧业稳中向好

无论走到哪 总要带着妈
——记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刘交交

图① 洗涤职工正在熨烫
卧具

图② 洗涤职工将换下的
卧具装入洗衣机传送带，准备
洗涤

图③ 洗涤职工正在向熨
烫机传送卧具 ③③

①①

②②

□王铮 梁展 摄影报道

7月26日，在郑州客运段洗
涤厂，洗涤职工正对列车上换下
的卧具进行洗涤、消毒、熨烫。

该洗涤厂承担着郑州客运
段所有列车卧具的洗涤任务，每
天洗涤卧具近 8 万件。7 月以
来，气温持续升高，厂房内设备
周边气温最高达 50多摄氏度，
犹如“蒸笼”一般，这也是洗涤职
工最为艰苦繁忙的时期。洗涤
职工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近 10
个小时，确保暑期客运高峰中一
线列车上的卧具使用。⑨7

走近“蒸笼”里
的洗涤工

7月 28日，在位于社旗县产业集聚区的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工人在赶制订单。该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光电传感器供应
商。产品主要应用于LED照明、安防、数码电子产品等领域，年产销量位居国
内同行业前列。⑨7 崔培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