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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钳工李向宾：30年苦
心钻研成“大拿”

李向宾，郑煤机集团液压电控公司质
量副总工程师，从事装配钳工30年，先后获
得全国煤炭青年岗位能手、河南省技术能
手等荣誉，2016年其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

初见李向宾，灰色的工装，黝黑的脸上
戴着一副眼镜，很朴实，很亲切。从工作
起，他就与液压系统打交道。经过多年对
电、液控制系统理论及工况的研究，他具备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处理疑难杂症，解

决生产过程中的重点、关键性技术问题，是
厂里的技术“大拿”。

30年来，李向宾累计获得公司改善提
案300余项，改善课题126余项，节约成本
1000万元以上，历年的大改革、小改善使他
屡获“改善之星”称号。他结合用户立柱升
降缓慢的问题，牵头研发立柱大流量供液
系统，并将产品运用于神华7米、6.3米等高
端支架，既提升了用户的生产效率，得到用
户认可，又提升了公司荣誉，并使该系统成
为大采高支架的标配，为公司带来不低于
年300万元的巨大市场效益。

坚守抢修一线的“河南供水
人”侯志勇：这活儿总要有人干

在平顶山白龟山水库的固定泵房里，
侯志勇正和工友在检修阀门蜗轮箱，旁边
放着经常背在他身上的 30公斤重的工具
包，铁锤、管钳、扳手等散落一地。轰隆的
机鸣声，闷热的环境里，他一待至少四个小
时，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

第一时间赶到漏水事故现场，坚守在
供水管道抢修一线，这就是他的本职工
作。供水管网作为城市的生命线，为了维
修管道，他趟过煤泥河，跳过化粪池，钻过
下水道，当过潜水员。侯志勇每年处理漏
水事故 800多起，为市民们的用水安全带
来极大的保障。有他在现场，市民们就可
以安心。

2007年，他组建了党员义务服务队，动
员身边的党员长年义务为大家修理电器，
免费为用户维修室内外供水管道。如今10
年过去了，他们的服务始终没有停止过。

“鹰城雷锋十佳人物”的荣誉称号就是平顶
山的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在他看来，老百姓的吃水问题全靠他
们，这活儿总要有人干。帮别人修理家里
的管道和电器，就是顺便的事情。这一顺
便，就是十好几年……

河南“棉业细纱教练”高美
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高美丽是商丘市汇丰棉业有限公司的
业务培训主管、细纱车间里的一把好手、爱
岗奉献的劳动模范、企业标兵，也是全国优
秀农民工、党的十八大全国代表。

进公司这11年里，她在岗位上不断发光
发热。练习一个月创造出独特的“高氏接线
法”使空锭率降低为零。公司大力推广后，
产量由原来的每月200吨提升到280吨，仅
此一项公司每月增效20多万元。为了减少
污染，她还发明了滤尘沉淀法，把排出的皮棉
杂质全部过滤沉淀到水中，在水中发酵后可
当农家肥料。

从一名普通员工到全国劳模，十几年
来，高美丽伴随着单位的发展壮大而成长、
成熟。当时跟她一起进公司的员工都已离
开岗位，但她一直坚守其中。回顾自己的
成长之路，她说：“我一直感恩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是它给我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
平台，让我找准自己的定位，把工作开展得
有声有色。”

多些大国工匠 少些“差不多先生”

大河网网友“霓虹灯上”：中国历史上

不乏具备工匠精神的大师，在飞机、火箭等

多个行业中，工匠精神都得到了很好的传

承。眼下国人消费正在升级，高品质产品

和服务越来越受青睐，具有工匠精神的企

业定会获得市场的奖励。期待着中国能少

些“差不多先生”，多些大国工匠。

@印象中的爱情：差了点工匠精神，就

差了一大截儿市场竞争力。短期看，反复

纠错，增加了人工和材料成本，挤压了利润

空间，削弱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长远看，

品牌口碑受到影响，势必制约企业提升产

品附加值，阻碍转型升级。

大国工匠值得更多鲜花与掌声

大河网网友“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大国工

匠应该收获更多尊严，技师、工匠工作虽小，却

意义重大，可囿于僵化的企业管理机制，不仅

薪酬上体现不出他们的价值，论资排辈的企

业、单位文化也往往不能给他们足够的尊重。

知乎网友“序日记”：我们越来越讲究创

新，紧盯知识技术人才，尤其在科技新贵眼

花缭乱的当下，作为蓝领的技师、工匠们，被

置于社会边缘，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掌声。

大国工匠铸造“中国梦”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
中心主任唐远清表示，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
国，工人数量众多，但能被誉为“工匠”的却屈
指可数。“工匠”比普通工人强在何处？就在
于“工匠”们都具有“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是一种热爱本职工作的职业精神，刻苦钻
研、不懈坚持、甘于奉献、精益求精是其核
心。工匠们积极奉献，耐得住清贫和寂寞，
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业技能的极致化，
凭着专注和坚守而练就的精湛手艺，获得了
社会公认，为“中国制造”做出了杰出贡献。

“毋庸置疑，‘中国制造’要获得大发展，
需要一批又一批的大国工匠，河南要再创中
原辉煌，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中原工匠’，为
此，政府、媒体、企业等社会各界都应该高度
重视工匠人才的培养和建设。”唐远清说。

大河书局董事长李建峰认为大国工匠
正在为中国梦的实现提速，经过30多年的
发展，我国经济正摆脱低端竞争格局，“十三
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技术工人承
载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充满活力的创
新中国，离不开天马行空的“磅礴才气”，也
需要脚踏实地的“匠心独具”。倡导工匠精
神、呼唤匠心归来，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古人云‘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工匠的成
长必须有一种老实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甘
愿从基础做起，从小事做起，乐于扮演拾遗
补缺、跑龙套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积
累经验，逐步获得社会承认，在平凡的岗位
上获得不平凡的成就。”李建峰说。

大国工匠 用双手托起中国梦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实习生 王亚辉 周颖莹 张楠

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丰富“中国梦”践行者故

事网络传播工程报道内容，切实叫

响“大国工匠”品牌，激励和引导广

大职工践行新理念、建功“十三五”，

以劳动托起中国梦，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2016年联合开展“中国梦·大国工

匠篇”大型主题宣传活动。日前，

“中国梦·大国工匠篇”在河南省再

掀报道热潮，大河网记者深入厂矿

企业，采访了很多坚持在生产一线

的大国工匠。在此，我们撷取了几

位工匠的故事以飨读者和网友。

□阿古俄子

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

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

务。最近，有知情人向《经视直播》反映，武汉海事局的一

名公务员，两年多没上班却照样领工资，同时，此人还在外

干起了第二职业赚钱。（8月20日 中国网）
据报道，崔某峰自 2015年 5月份就向单位请了病假，之

后再没有去上过班，而是从事第二职业。最近遭举报才暴

露，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崔某峰一边拿着单位的工资，

一边在外当店长挣钱，舒舒服服地吃起了“空饷”。

在外从事第二职业期间，崔某峰全程管理一个店，装病

两年内，其所在单位的党组、党委，纪检等为何没人管？照常

理，公职人员请销假有严格的规定。请病假超过一定时间就

得出具证明材料。不过，按崔某峰兼职的行为表现及媒体报

道后迅速辞职的反应看，不出意外，他应该属于“在编不在

岗”的类型，所谓“病假”不过是掩人耳目之举而已。

崔某峰现如今已经辞职，照所在单位的说法，他们已

经拿不是公职人员崔某峰没法了。可事实如此吗？恐怕

不然，至少，崔某峰白白领取的两年工资可以追回，至少可

以给予崔某峰党纪处分。《公务员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

务员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

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予以辞

退。崔某峰连续两年多“不在岗”，早已符合辞退条件，其

间所领取的工资就该被追回。同时，崔某峰也是一名共产

党员，其行为明显违纪，党纪处分不该被落下。

崔某峰吃空饷行为已经终止，挖出背后的“隐情”，对

行为本身而言，纵然已经无补。可是，“动员千遍、不如问

责一遍”，让失职渎职的人挨处分，让“吃空饷”的人得不偿

失，对于其他党员干部而言，富有警示意义。而让党纪国

法带电运行，党纪国法自身才会更有威严，人们才会更加

敬畏。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公务员吃空饷干兼职
处分不该被落下

网事聚焦

□大河网记者 莫韶华 实习生 王梅杰

百善孝为先，二十四孝传古今。他叫
李爱军，来自宁波。今年47岁，他把88岁
的母亲从河南老家接到宁波悉心照顾，两
年多来，坚持为母亲做饭，老母亲没有过发
烧感冒，牙齿是一口真牙，现在两鬓之间也
开始有黑发了。网上流传的李爱军为老母
亲做饭的一个短视频，点击量达 600多万
次。人民日报官微转发后，评论数千条，引
起了广泛的讨论。

为母亲做一日三餐700多天

每天早上 5点 10 分，起床，在电饭煲
里煮着杂粮粥，原料有小黄米、绿小米、玉
米粒、高粱米、黑米、黑麦、藜麦等多种轮

换交替。5 点半，音乐响起提示粥做好
了。李爱军又按了一遍煮粥按键，才出门
跑步。

中午 11点半一下班，他就往家里赶。
给母亲煮了饺子，看着她吃完，李爱军收拾
好碗筷，匆匆回单位。晚上下班后，他赶紧
回家，洗菜、切菜、做饭。厨房很热，汗流浃
背，他也顾不得擦一把。这就是李爱军的
一天，一晃两年多，坚持了700多天。

“我朋友在宁波搞‘无忧养老’模式，我
就问他，‘无忧养老’是一日三餐有的吃饿
不死呢，还是要吃得好?”他说我只能保证
让饿不死。但是我希望我的母亲吃得好，
我买猪肉非土猪肉不买，太便宜的猪肉一
定有问题。

“父亲走的时候很突然，最后一面我没
见到，我父亲走的时候对我的刺激很大，现
在我母亲这边我不想有太多遗憾，至少老
娘来宁波两年多，累是累点，但是比原来心
里是踏实多了。”李爱军说。

“孝”在一桌饭

@Q日杂记：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

之义。你喂过我年少，我养你到老。所有

的爱都在这一餐餐的饭里！

大河网网友“Yomi”：把看似不重要却

日常的事坚持做这么久，是真孝，社会需要

这样的正能量榜样。

孝是责任也是义务

大河网网友“喃喃自语”：照顾自己的

父母，是责任，不应该成为一件很难得的事

情。有很多当全职太太的女人，每天包揽

大小事情，事无巨细地照顾一家人。

@蒺藜草 201708：为自己的亲娘做

饭，他在履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管怎么说老太太

有个好儿子，还是值得庆幸的。

推动完善养老体系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郑达
威认为，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李爱军用他的执着诠释了孝道的一
种方式。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孝道
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尽孝的方式也变
得多种多样。只要怀有一颗真诚的心，
都是对长辈最真挚的孝。在一个成熟的
国家，养老一定也是倚靠社会力量来完
成的。这与孝不孝顺无关，而是现代化
进程的必然走向，与其讨论如何尽孝，我
倒是更希望看到由社会机构接手负起赡
养老人的至少一半的责任，才算是有意
义的进步。

47岁儿子坚持为88岁母亲做饭700多天获赞，网友感言——

孝别迟 爱别等 就在一桌饭

点击事实

网聚观点

专家点评

工匠故事

专家观点

网聚观点

焦点网谈│13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
策划 王曦辉 责任编辑 孙华峰

近日，人民网一则秒拍视频“中国好室友！同事患病他
细心照料”登上微博热搜。视频中讲述90后小伙白林伟患
上神经纤维瘤，半年前病情恶化，不能下床，不得不辞掉饭
店外卖员的工作，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此中断。然而父亲早
前去世，母亲出走，幸得之前一起送外卖的合租室友赵光伟
一直照顾他，每天帮他洗脸、擦身、清理小便……

赵光伟的淳朴善良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称赞，不少网友为
他赋名“中国好室友，中国好兄弟”。人民日报该条微博获得
了1万+的赞，在上千条评论下，涌动着大家对他们的支持，
网友“矜持小女孩儿”说：“同处一室，有情有义。没有血缘，
胜似兄弟。”也有网友感慨称，一个可怜人，一个好心人。

面对外界媒体的关注，赵光伟朴实地笑道：“我们当了
七八年的同事了，关系挺好的。他（白林伟）两三年前开始
患病，半年前突然恶化，走路基本上是不行了。他也没家人
了，平时基本上是我照顾他。”

网友“轻声听雨”说：“非亲非故，能做到这样真的是让
人感动。好善良的小伙子，祝福。”网友“石溪小栈”说：“女
人也挺狠的，丈夫死了，孩子都不要了，神经纤维瘤是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应该选择绝育。可能当年人们不懂这种遗
传病，他爸爸因为这个病去世的，他应该早检查。”

有如此的室友，是缘分也是福分，但也需要社会的力量
来帮助他们两个共同渡过难关。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希望
能贴出捐款账号和地址，为他们寄些生活物品和提供一些
生活支持。

小爱流露出真心，真心凝聚成善举。网友“夏日幻想
曲”表示，点亮自己，照亮别人，有句古话讲“见善如渴，闻恶
如聋”。在一个“联通”方便的时代，只要每个人都拿起手
机，拍下身边的善举，写下对行善的思考，再放到互联网上
去，必能促进行善需求和可支持资源有效对接。 （张楠）

90后无亲小伙患病得室友悉心
照料，网友热赞——

中国好室友 患难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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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凤泉区检察院以信息化为引导提高办案能力。一
是坚持信息化引导，建立符合实际的信息库。该院利用相关
科室的职能，并与相关机关、行业密切配合，建立切实有效的
侦查信息库，为发现案件线索和侦查取证提供有力支撑。主
动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纪检监察等部门的联系，形成通
畅、快捷的案件线索移送和情况反馈机制。密切关注社会舆
论动态，从媒体报道的热点问题中、从街谈巷议的话题中捕
捉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坚持精细化初查，提高初查效率和成
案率。强化案件线索评估，详细了解调查对象的社会关系，
预判可能产生的阻力，提出有效应对措施，制订切实可行的
初查方案，使初查工作更加规范、高效。将侦查工作中获得
的有价值的线索和查办的典型案例分类采集，录入侦查信息
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形成利用一条线索、办成一批案件、
储备一批信息的办案模式。坚持规范化办案，提升查办案件
质量。运用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把好案件“超
期关”“规范关”。案件管理办公室对自侦案件进行全面、全
程地跟踪、预警和监控，严防办案超期。对立案、涉案物品管
理及报表统计差错、超期归档等案前、案中、案后发生的不规
范办案活动，予以通报，督促及时改正。 （娄苑）

以信息化为引导提高办案能力

南阳宛城区司法局东关司法所不断强化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效果显著。一是强化社区矫正志愿
者队伍建设。积极吸纳社区干部、退休职工、老党员等
热爱公益事业的人员作为志愿者，通过业务培训、定期
检查考核等形式，建立激励机制，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二是强化矫正小组成员职责。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矫
正小组，抽调志愿者加入矫正小组，志愿者与社区服刑
人员实现1∶1对应帮扶。三是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站作
用发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管理的无缝对接。（杨长阁）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来，新乡卫滨区安监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效促进了各项工
作深入开展。一是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统
一研究、统一部署、统一考核；二是认真学习《准则》和
《条例》，加大贯彻力度，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发生；三是
在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过程中，坚决杜绝吃、拿、卡等不良
现象发生，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四是按季度召开党风廉
政建设专题会议，开展关爱谈心、观看警示教育片和层
层签署党风廉政责任状等各项活动。 （李珊珊）

强化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8月 17日上午，洛阳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地税局副局长胡修杰电话回访
贫困户靳治法时，电话那头却传来一
个中年人的声音。不对，靳治法都70
多岁了，声音听起来显然不是他本
人。正疑惑间，电话那头解释道：“我
是靳治法的儿子，我父亲放羊时不小
心摔倒，股骨头摔断了，现在在汝阳县
人民医院住院，前两天刚做的股骨头
置换手术，花了3万多元，估计还得十
天半个月才能出院。”

“住院费有困难没？”胡修杰急切地
询问，“有新农合手续没？要按规定办
理，出院时可以按70%左右报销。”

放下电话，胡修杰眼前浮现出靳
治法微驼的身影、花白的头发和苍老
的面孔。“看病有保障”也是扶贫“两不
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自接手
扶贫工作以来，胡修杰去过靳治法家

几趟，对他家的情况印象深刻。“这次
大病恐怕又要将这个经济刚刚有点起
色的家庭再次推向更加贫困的境地。
不行，得去一趟。”强烈的责任心驱使
胡修杰立即联系了综合科科长等相关
人员，一同前往汝阳县人民医院。一
个小时后，他们出现在靳治法的病床
前。“你们怎么来啦？”看到胡修杰一
行，靳治法老人紧紧握住胡修杰的手，
感动的有点哽咽。“老人家，听说您住
院了，我们很担心，马上过来看看您。”
胡修杰握着老人的手说，“别担心，有
病咱看病，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

胡修杰一边安慰老人一边询问其
家中各方面情况，并同老人的孩子交
流护理病人的方法。临别时，靳治法
老人含着眼泪说：“太谢谢你们了，你
们的扶贫工作真是做到了我们的心坎
上。” （崔宜梅）

洛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税局：

“病床济急”扶贫扶到心坎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 8月 30日下午 3时在郑州市
铭功路83号豫港大厦27楼召开拍卖
会，依法对巩义市水务有限公司
18.37%股权进行拍卖。竞买者须符
合2017年 7月20日在《河南日报》和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hnprec.com）发布的《巩义市
水务有限公司 18.37%股权转让公
告》中的要求，并具备规定的受让条
件，接受相关单位资格审查后，于拍
卖会前办理竞买手续。

展示时间：2017年8月22日至29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铭功路 83号

豫港大厦27楼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371-66285739
工商监督电话：0371-68852699

河南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