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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铸就热血警魂
——追忆焦作市修武县公安局民警苏增洋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姬姣姣

“保平安，护稳定，留不朽英名；勤为民，
铸警魂，存浩然正气。”12月 25日上午9时
30分，焦作市修武县殡仪馆内，哀乐低回，素
幛高挽，修武县刑警大队牺牲民警苏增洋遗
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苏增洋至亲好友
泪眼相视，弱妻幼子跪地长泣。数百名公安
民警、干部群众顶着严冬的寒风，从四面八
方聚集而来，含泪送别苏增洋。

12月 20日，苏增洋赶往广东深圳增援
一起重大电信诈骗案件抓捕工作。12月 21
日6时30分许，专案组按照工作安排准备对
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同房间战友发现苏
增洋昏迷不醒，立即拨打 120 全力进行抢
救。因为“连轴转”而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
苏增洋，终因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他至
亲至爱的家人，离开了他最忠诚的工作，离
开了并肩作战的战友，年仅48岁。

“永远的苏哥，一路走好！”“你太累了，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休息！”……12月 22日，
苏增洋因公不幸殉职的消息传来后，微信朋
友圈充满了惋惜和不舍。苏增洋的战友们、
朋友们都不愿相信这个现实，因为就在两天
前，他还在朋友圈晒完成任务情况，还在劝

说战友注意身体，早点回家。
苏增洋 1969年出生，1992年参加公安

工作，2016年12月从事刑侦工作，二级警督
警衔。

因为侦查破案的需要，刑警常常要出差
办案、押解犯罪嫌疑人，劳碌奔波，又不能得
到很好的休息调整。苏增洋这个年近50岁
的老公安，到了刑警大队之后，仍斗志昂扬
地扑在工作上，出差、办案、押解样样冲在前
边，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而且在工作的同
时，还用一个老民警的责任心、使命感感染
影响着身边的人。

“就在今年 9月 29日，焦作市修武县辖
区发生了一起案件，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为销
毁作案证据，将此案的重要物证扔在了县城
某地的河水里，企图阻挠民警调查。”苏增洋
的同事告诉记者，为了获取该重要物证，专
案组决定派人进行打捞，可当时秋雨绵绵，
又逢国庆中秋佳节同至，这个又苦又累的工
作派谁去呢?老民警苏增洋得知消息后，义
无反顾地站了出来，自告奋勇承担起这项任
务。

10月 1日下午，苏增洋率先跳入水中，
迅速展开打捞工作，放闸断流、架建线路、安
装水泵……蹚着冰冷的河水、踩着泥泞的河

坡，一天、二天，他在冰冷的河水里坚守了四
天三夜，终将那份重要证据打捞上来，为案
件的定性及顺利诉讼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网友在网上留言：“想起曾看到的一
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这就是对人民警察最贴切的写
照！”战友泣泪悼念：“苏哥，你送我们的花还
在阳光下盛开，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爱护！”

“苏哥，一路走好，你放心，我们也会接过你
手中的枪，继续我们的使命！”8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12月 15日，沁阳
市崇义镇西苟庄村的村民们不顾寒冷围聚在一起，共
同见证中国社会扶贫网在该村建立我省首个信息服
务点。

中国社会扶贫网是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唯一社会
扶贫网络平台，依托中国9000万建档立卡大数据，运
用互联网新技术和新模式，构建连接贫困户多元化需
求和社会爱心资源的精准扶贫平台。截至目前，该平
台总注册用户量300万，电商平台成交额37亿元，贫困
户发布101万条需求信息，完成需求对接61万条。

沁阳市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性建立了脱贫
攻坚“三业五助一兜底”大数据平台，在“互联网+精准
扶贫”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崇义镇西苟庄村依托哈
密瓜、食用菌等大棚项目，实现了产业带动脱贫。据
介绍，西苟庄村信息服务点将积极扩大本村特色产业
影响力，支持本村农产品的精细研发、品牌包装和有
关认证，并在村民就业、创业、金融扶持等方面提供服
务和帮助。

“互联网+扶贫行动，实现了贫困地区产业、文化、
教育、医疗等与现代文明的数字化无缝连接。通过信
息服务点的建立，希望贫困地区群众能够用得上、用
得起、用得好，尽快搭上互联网发展的高速列车。”中
国社会扶贫网有关负责人表示。8

本报讯(通讯员 宋耀东）近日，河南省水利厅正
式公布，武陟县嘉应观景区入选河南省首批水情教育
基地。这是该景区继成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之后获
得的又一殊荣。

嘉应观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记述治黄史的庙观，
始建于清雍正元年(公元 1723年)，现存河道衙署（治
黄博物馆）、道台衙署等历史遗迹，新中国第一个引黄
灌溉工程——人民胜利渠建设指挥部设在嘉应观内，
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首任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以及
国内外水利专家张光斗、冯景兰、布可夫等曾在此办
公，指挥修建人民胜利渠。

嘉应观景区此次获批省级水情教育基地，将使该
景区在水情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水文化建
设相结合、与水利科技创新相结合、与水利科学普及
和水利知识普及相结合起到引领和表率作用。8

本报讯（通讯员 董柏生）记者日前从焦作市有关
方面获悉，市科技局以科技为支撑，联合市卫计委、山
阳区人民政府、市中医管理局、市中医药学会，正面向
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开展创新焦作首届“药王杯”特色
疗法选拔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
作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
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实施创
新发展驱动战略，以科技助推中医药事业和医疗健康
产业发展，市科技局牵头组织了创新焦作首届“药王
杯”特色中医疗法选拔赛，将以药王庙这个平台为载
体，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进一步发掘中医特色医疗
技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推动中医药精髓与
现代科技融合，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中医医疗需求为宗
旨，使中医中药进一步发扬光大。

据悉，此次选拔赛大胆改革，打破了以前各项赛
事的常规，以人民健康为出发点，以中医的发展和传
承为导向，竞赛过程突出了创新。参赛对象不设门
槛，不管是主任医师、助理医师、乡村医生、赤脚医生，
只要拥有一技之长，均可报名参加。市科技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焦作市将依托“药王杯”的中医药文化品
牌，吸引全国的特色中医聚集在焦作，借助“一赛一
节”平台举办全国中医药文化论坛，推动孙思邈中医
药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把中国中医药文化推向世
界。8

中国社会扶贫网信息服务点落户

沁阳再添精准扶贫平台

脱贫攻坚战线上的“铁娘子”
“你天天不着家，闺女咋办？”“孩子还小，你

能放得了心？”看到王晶连周末都顾不上回家，不
止一个老乡问过她这样的话。原来，王晶的女儿
正在读初中，因为工作忙，根本无暇照顾孩子。

一边是贫困村脱贫致富的期盼，一边是骨
肉亲人无法照顾，王晶的内心陷入纠结。最终，
她还是下定决心对女儿说：孩子，咱要不去寄宿
制学校锻炼下自己……女儿点头同意了。看着
懂事的女儿，王晶红了眼眶。

九渡村地处偏僻山区，离市区40多公里，王
晶乘车回趟家要1个多小时。起初，王晶每月还
能回家两三次，后来随着扶贫工作事务繁多，有
时一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王晶只能通过微信
与女儿聊天，了解女儿的学习生活情况。“最对
不起的就是孩子。”对此，王晶心怀愧疚。

今年7月份，王晶的父亲、母亲和弟弟接连
患病住院，而此时正是省检期间，为了保证完成
工作，王晶匆匆赶回市区把家人安顿到医院，又
匆匆赶回村里。“家人正是需要她陪伴和照顾的
时候，她却选择留在贫困户身边。我觉得，正是
因为有王晶这样的驻村扶贫干部，才有了群众
的脱贫致富。”九渡村党支部书记刘桂林说。

事实上，王晶只是焦作市脱贫攻坚战中广
大扶贫干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焦作市积极
探索党的群众工作新思路，以“结千村、访万户、
解民忧、帮民富”活动为载体，准确生动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策，切实提高广大
群众的知晓率、参与度。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出
实招、下苦功、求实效，力争脱贫攻坚工作早日
跻身全省“第一梯队”，奋力谱写焦作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新篇章。8

焦作开展中医特色疗法选拔赛

科技助推中医药事业发展

嘉应观景区

成为我省水情教育基地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王书记比去年瘦了一大圈！”“闺女为了我们村

民能脱贫，算是用尽全力了！”……说起从焦作市发

改委到村上来的驻村干部王晶，沁阳市常平乡九渡

村村民总有说不完的话。

“抗过洪、养过蝎子、收过麦子、深山里逮过兔

子……”12月 20日，王晶给记者讲起在常平乡九

渡村扶贫的经历，如数家珍。2015年 9月，王晶来

到省级贫困村沁阳市常平乡九渡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从此，王晶吃住在山村，从一个没有农村生活

经验的城市姑娘，成长为助村民脱贫致富的引路

人。工作努力、勇于创新、敢闯敢拼，乡亲们称她是

扶贫攻坚战线上的“铁娘子”。九渡村村民纷纷说，

将来村民富裕了，说啥也不能忘了这位女书记。

作为焦作市驻贫困村扶贫人员的一份子，王晶

最欣慰的，是收获了脱贫见效的喜悦。过去几年间，

九渡村很多家庭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2015年，九

渡村是省级贫困村，有贫困户110户、313人。截至

今年 11月份，全村贫困户只剩下20户 48人，贫困

发生率降到7%，达到国家脱贫标准。

要想富，先修路。九渡村总人口623人，除了
九渡新村外，13个自然村散落在几条深山沟里，交
通的闭塞，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今年年初，全
村尚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9户296人。

“以前出村只有一条狭窄的碎石路，下山一趟
得花一两个小时的脚力。”回忆起到九渡村后，第
一次徒步前往五六公里山路外的尚河村，王晶记
忆犹新。那里的乡亲由于出行不便，靠天吃饭，生
活贫困。王晶数次向上级部门汇报，与相关部门
协调，于争取到农村道路资金106万元，将最后一
公里柏油路修到群众家门口。

今年5月底，尚河村百姓的出行路和致富路终
于打通了。这条幸福新通道，从太行山万仞绝壁中
走来，从闭塞僻谷中走出去，像一条玉带沿着山脚
延伸，驱车行驶在“升级”的道路上，如徜徉云端。

九渡村地处丹河峡谷景区，东邻丹河，河道贯
穿自然村，周边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众多，传
统村落建筑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化资源突出。

“以前虽然也有不少外地的客人来这里踏青避暑，
但是都说路太难走了，来一次太费劲了。现在路
好了，九渡村的旅游必定也会跟着火起来！”随着
道路的修好，村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如果能开通焦作至九渡村的公交线路，就能
吸引游客，带动全村旅游产业发展。”王晶暗自琢
磨。为此，她与市交通运输局、丹河景区管理局等
单位联系，提出想法，研究方案，共同促成了九渡
村公交线路的开通。开通公交车后，村民一小时
就能到焦作，焦作市民去九渡村休闲度假也更方
便了。如今，游客多了，村民家的蜂蜜、山韭菜等
土特产再也不愁卖了，还发展了农家乐等旅游产
业，更好地实现就地就业、就地创业、就地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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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细心、耐心、吃苦，还有五年下乡帮扶工
作经历，相信她一定能干好精准扶贫工作。”焦作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运洪对王晶寄予厚望。

面对组织的信任、领导的期望，王晶二话不
说，毅然担起脱贫攻坚重任。

王晶一来就直接扎进村里，在村委会找了两
间简陋的空房：放了张桌子，搁了一台电脑，一间
当办公室；靠墙是一张小床，床边挤着一个掉了门
的衣柜，这间当寝室，自己背着锅碗瓢盆进山，来
不及过多整理，就开始了工作。从此，走村入户跟
村民聊家长里短，联系部门给村民进行产业培训，
撸起袖子与村民割麦晒粮，成了她的生活常态。

村民心里想的事，王晶刻在脑里，装在心里，
并积极想办法解决。

2016年5月，老支书因身体原因辞职后，一年多
时间，九渡村无村支书、村长。她多次向上级领导汇
报，得到沁阳市和常平乡领导的高度重视。2017年
6月，新任村支书刘桂林正式到位，配齐了班子。

为了提高党员的凝聚力，丰富党组织生活。
她自掏腰包，组织村全体党员到孟州莫沟学习民
俗旅游发展;积极与通信部门联系，通信公司已同
意为九渡尚河自然村新增机站一座，解决深山百
姓通信难题;帮助农家乐联系游客，联系郑州房车
俱乐部、猎鹰户外、旅游百事通等旅行社到九渡村
休闲度假，旅游团队全年进村游玩上百批次……

深夜，她还在村民家调节九渡村临时占地、永
久性占地、架电线等多样赔偿纠纷。

老乡家的蜂蜜销路不好，王晶就联系了焦作
市区的超市、企业，帮忙出售蜂蜜。甚至，她的朋
友圈也被卖蜂蜜信息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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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安灵灵 程小晨）“自从开始用
电做饭、用电取暖，俺现在做饭是又方便又快，也不害
怕冬天取暖煤晕（煤气中毒）了，加上国家补贴的电
费，比俺之前用的煤球又便宜又省气，俺村第一批没
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现在都眼气得很……”12月 23
日，说起“双替代”带给群众的改变和便利，家住武陟
县小董乡乔庄村的乔旭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该乡乡长秦康介绍，小董乡乔庄村作为武陟县
第一批“电代煤”改造试点村庄之一，全村有180户村
民参加了“电代煤”工程，由政府出资，为参加“电代
煤”的农户发放电磁炉、电饭煲、电暖炉等生活物资。
目前，该村参与“电代煤”的所有农户，全部完成了从
开始的封炉、清理煤球到后期的煤球炉清理工作。

为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该乡抽调18名
乡村干部，专门成立6个督导小组，对参与“电代煤”的
家庭进行帮忙改造和后期监督。下一步，该乡将以乔
庄为试点，进一步加大宣传，提高群众思想认识，转变
传统生活习惯，全面推进“双替代”工作在农村开展，
为环保攻坚保驾护航。8

小改变带来了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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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奋战在侦破工作一线的苏增洋（左一）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王晶经常走村入户，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细致扎实的工作赢得了贫困群众的信赖 城里姑娘融入农村生活 田间地头和群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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