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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好人故事

2017年，河南86人登上“中国好人榜”——

河南好人 一直在路上

大河网评

微博炉

两医生趁手术间隙打吊针，网友点赞——

向拯救生命的天使致敬

专家观点

□申国华

近日，记者赴多地调研发现，很多城市能够在招才

的同时，做好人才规划和配套工作，为人才发挥作用提

供良好的软环境，但仍有个别省份因规划难以落实引

进人才政策，陷入了“招不来留不住”的尴尬境地（1月
16日《人民日报》）。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凭借好政

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常规武

器”。十多年前，上海市就出台文件，对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优秀人才在办理上海居住证时，不受企业注册资

金限制。

近两年，很多地方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甚至还

上演了抢夺人才大战。武汉市将招才引智作为“一把

手工程”推进，创造性地提出“大学+”发展模式；厦门市

先后实施“双百计划”“海纳百川”人才政策体系等；郑

州也提出一揽子引才新政，吸引了一大批“金凤凰”来

此“筑巢”。假如这些政策“只接天线，不接地气”，缺乏

可操作性甚至相互掣肘导致“落地难”，既难以招来“金

凤凰”，还会赶走“金凤凰”。

树挪死、人挪活。各类人才都是一个流动的群体，

哪些地方政策落实得好，大家就愿意到这些地方建功

立业。在这些地方，“英雄有用武之地”，而且，住房、薪

金待遇等“金字招牌”，既解决现实困难，还让人才产生

一种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引 进 人 才 ，并 让 人 才 发 挥 更 大 作 用 是 个“ 慢 功

夫”。但落实好政策却不能“慢作为”，应积极作为、主

动作为。只有落实好政策，兼顾一般性要求，照顾特殊

性要求，从“硬件”上保障各类人才施展才华的需要，又

从“软件”上激发爱岗敬业的内在动力。落实好政策需

要打好“组合拳”，地方党委政府要建立完善制度机制。

好政策没有落实好，犹如“镜中花”，好看不中用。

只有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严格抓好政策落实，从最基础

的衣食住行抓起，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安

家落户，要招得来留得住。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
武屯社区人闫志勋，面对卡中突
然多出的31万元巨款，他没有
据为己有，而是千方百计归还
打错钱的人，他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

2017年2月13日上午，闫
志勋的儿子拿着闫志勋的卡去
取钱时，惊异地发现原本只有1万
余元的卡里，竟多出来 31万元巨款！
他急忙给父亲打电话！

谁打来的钱呢？闫志勋做着花木生意，
也许是某个生意伙伴打来的？他一一打电话
过去问，都说没有。他只好又到银行打出明
细表，可是，上面的卡号姓名是个陌生人的名
字。当时，闫志勋的生意也需要流动资金，但

他和儿子都认为：“这是别人的钱，
一分都不动！”

正在他着急找失主的时
候，一个电话打来，说把一笔钱
错打到他的卡上了。原来失主
是伊滨区庞村镇做铁箱生意的
张先生，但这张卡开户名却是张

先生的父亲。张先生报上父亲的
名字、账号、钱数与打款日期，闫志勋

一听都对，立刻一分不少把钱转了过去。
“怎么也没有想到钱能这么顺利地回

来！”张先生感动万分，第二天，就敲锣打鼓
地把两面锦旗送到了武屯社区居委会。

“人无信不立。这是做人的本分，真没
有什么好宣扬。我所做的都是应该做的。
帮助了大家，我也很快乐。”闫志勋说。

□大河网 何心悦

“有些病，不等人。所以必须坚持这么工作！”某医
院外科医生李鹏说。1月 16日，一段视频登上了微博
热搜榜。视频中，两名医生带病工作，本着既保证手术
及时又对病人负责的原则，他们选择在两台手术间隙
输液，以期用最好的状态投入下一台手术中。

该视频引发广泛关注，网友纷纷留言，为两位恪尽
职守的医生点赞。网友“霹雳猫饭”说：“医术再高明的
医生也是血肉之躯，作为这个世界上伟大的职业之一，
他们是拯救生命的天使，致敬！”网友“美丽太阳”称：

“这种新闻才应该是真正的头条，医生真的不容易，为
医护人员的救死扶伤精神点赞！”

这两位医生只是千万个医务工作者的缩影，许多
网友作为医生亲属，更是感慨万千。网友“萌哒”说：

“心疼，我妈就是医生，几乎每天都有手术，想天天见到
她挺难的。真不想承认视频中的一幕是种常态。”而医
生本人却对此场景并不意外，因为他们多少有类似经
历。网友“嘟噜樊”说：“作为医护人员，我觉得都是这
样吧。前几天我也是发烧39摄氏度，上班根本没空挂
吊针，只能等下班后给自己默默地扎一针！”

医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守护者，反过来，许多人表
示他们也需要多方位的守护。网友“feiyu79”说：“今
天去了医院，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感叹医生工作真辛
苦。希望所有医生都能享受与他们的辛苦付出相匹配
的待遇。”网友“白杨1541”表示：“治病救人也得注意
自己身体！正是他们一次次将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
来，希望社会多给予他们理解和支持。不要动不动就
拿个别无良医生说事，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保障医生
的行医环境。”

很多网友认为，与病魔搏斗、与时间赛跑的医护人
员，应该享有足够的肯定，然而仅有肯定也是不够的，
每个人的尊重与体谅，政府对医疗从业者的制度保障，
外加医患关系的日益和谐，才能真正让全民健康的守
护者拥有被守护的权利。

引进人才是个“慢功夫”
要招得来更要留得住

2017年6月8日，郑州热心市民搭“临时产房”集体相助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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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都有谁

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

员杨旭东表示，“好人”的

事迹平凡而感人，这些登

上“ 中 国 好 人 榜 ”的 河 南

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家

庭，有着不同的职业，有着

不尽相同的人生阅历，却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用自己朴实无华的行动

帮 助 他 人 ，彰 显 人 间 大

爱。他们或在自己平凡的

岗位上，或以平凡的身份，

干好了他们认为是分内的

事情，帮助了别人，充实了

自己，感动了社会。

杨旭东认为，“好人”

的影响类似于“蝴蝶效应”，

某地上空一只小小的蝴蝶

扇动翅膀而扰动了空气，长

时间后可能导致遥远的彼

地发生一场暴风雨。同理，

一位“好人”的善行善举所

引燃的“星星之火”，在短时

间内尚能引发社会各界的

强烈关注，长此以往，定可

以在神州大地掀起一股“向

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

国 、忠 于 人 民 ”的 强 烈 火

光。诸多好人榜样，都在用

行动为中国好人精神增加

风采，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

习，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泪始干，怀有信念，心

有坚持，才能做好本职工

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用爱温暖他人和社

会。河南好人，从未停下

前行的脚步，一直在路上！

河南好人
一直在路上

为保证手术及时对病人负责，两名医生在手术间隙输液。

□大河网 安艳鸽 梁倩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眼中的“好人”。如今，对于“好人”的定义，早已有了新的内涵。

2017年，河南有86个人登上“中国好人榜”。自“中国好人榜”推出以来，截至2017年 12月底，河南省已有838人入选。

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日复一日践行着让人间美好的信念，壮大了好人群体，丰富着“中国好人”的精神内涵。在此，我们

撷取了5位“中国好人”故事以飨读者和网友。

郑州热心市民
搭“临时产房”集体相助孕妇

2017年6月8日早8点，适逢高考，天
空下着雨，在郑州市中原区文化宫路与颍
河路口，一位孕妇突然停在路口向路人求
助:“我不行了，我要生了！快帮帮我！”“我
帮你拦个车吧。”一位女士说。“不行，我要
生了，不能走了。”产妇痛苦极了，此时这位
女士毫不迟疑，把随身穿的雨衣就地一摊，
雨衣落地，众人搀扶着让产妇平躺地上。
一把把雨伞围过来，为产妇挡雨，一个个热
心人士围过来帮忙。上班路过的郑州中原
区林山寨街道一中社区工作人员郝翠风、
张艳丽看到这一幕，飞快地跑向十几米远
的社区办公室，急忙招呼同事冯玉萍、赵
垄、李瑞拿着床单、毛毡、雨布飞奔事发现
场，立即给产妇搭起一个临时的雨中“产
房”。围观男士主动外撤，女士能帮忙的过
来帮忙，挤不下就围起“人墙”挡住。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120急救中心取
得联系，并告知现场状况。有人急忙到不远
处的林山寨卫生服务中心找医生求助。就
在此时，一声啼哭从人堆里传出。“生了！生
了！孩子生了！”一个胖乎乎的男婴呱呱落
地。林山寨卫生服务中心妇科主任杨巧梅，
拿着急救包跑过来，在她熟练的操作下，剪
断脐带，缝合伤口。母子平安。

“快！找个衣服给孩子盖住。”不知谁
喊了一声。由于下雨天冷，光溜溜的小家
伙冻得浑身发紫。话音刚落，沿街门店的
商户杨女士健步如飞，回到店里把自家孩
子的毛毯拿过来，热心市民有的还把衣服
脱掉……毛巾、毛毯、衣服从人缝里送进
来，一层又一层地裹住婴儿。当120急救
车赶到现场，众人把产妇抬上了救护车，
所有人长长地出了口气。

整个生产过程 10分钟，救援过程也
就半小时。在这场救援中，所有伸出援手
的人那一刻都成了一家人，此事件经媒体
报道后，很多读者在新闻报道后面留言，
称被郑州人的大爱精神折服。

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七五村村民蒋
宗梅，从2000年开始，每天手工制作鞋垫，
全部免费送给路人和乡邻，坚持了17年从
未间断过，累计送给乡邻3.2万余双鞋垫。

蒋宗梅今年91岁，她豁达开朗，身体
硬朗，儿孙子女、街坊邻居时不时来看望
她，送些家常饭，唠唠嗑，顺便也拿几双鞋
垫，每次有人走进小院，都会高声喊着：

“蒋奶奶我来了……”
要是有人问她为什么做鞋垫，她总是

这么说：“岁数大了，干不了别的，做点小
活，还能帮衬点别人。”当年蒋宗梅嫁入宋
家时，婆家一贫如洗，但她和丈夫一起奋
斗，在艰难中盖起了三间房。老太太育有6
个子女，现在已经是60多口人的大家庭。

老人心灵手巧，也闲不住，经常帮别
人家做小孩子的鞋子、帽子、老式衣服，老
手艺深受邻里欢迎。七十多岁时，老人干
脆搬出了自己的老家当——制扫帚、编小
篮、做鞋垫的各式器具，开始了自己做鞋
垫的“事业”。听老人已年近五旬的孙子
说：“俺奶奶一年最少得做 2000 多双鞋
垫，全都拿来送人，不收取一分钱。”

一双双带着老人心意的鞋垫，更是让穿
着它走在远方的人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久而
久之，只要有外出求学、打工的年轻人，出门
之前一定要到老奶奶家坐一坐聊聊天，再顺
便带走几双鞋垫，总觉得这样出门才安心。

老人送鞋垫给年轻人时，常说：“垫着我
做的鞋垫，走路稳当，好比建房子，地基要建
好。”村里的董道杰在美国留学，他父母每
年都要专门过来拿几双鞋垫给他寄过去，
蒋老太高兴地说：“我做的鞋垫出国了”。

如今，蒋老太已是十里八乡的名人，
她仍闲不下来，爱干活。她用助人为乐的
行为感动着他人，影响着后辈，自己也收
获了健康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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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平是郑州市公交四公司
205路公交车车长，32年来，他
坚守一线岗位服务群众，被乘
客亲切地称为“老人的拐杖、
盲人的眼睛、外地人的向导”。

1985 年底，徐亚平被分
配到郑州市公交四公司，成了
一名售票员。后来当上驾驶员，
他不断创新车厢服务形式。

每天上班，徐亚平总是提前一个多
小时赶到单位。他要把车厢里里外外都擦
得干干净净。每次打扫卫生，他都会用一根
缠着布条的铁丝，认真擦拭公交座椅间的缝
隙。

如今，徐亚平已投身公交行业30多年，
他专门学习心理学，提出车厢服务的“换位思
维法”，总结出《车厢服务百例》，成为郑州公
交司机的必学手册。他提出的“你发火我耐

心，你烦躁我冷静，你粗暴我礼
貌”等对待不文明乘客的方法，
已经在公司线路上推广。他还
自费印制了《文明宣传手册》，
上面有全市两百多条公交线路
的沿途站点、首末班时间和公
交卡使用范围等。

徐亚平把乘客当自己的亲
人。徐亚平的车上，三伏天准备有

面巾纸、人丹，下雨天准备有雨伞和一
次性雨披，还准备了晕车药、方便袋，甚至为
腿脚不方便的乘客准备了拐杖。每当进站，
他总是把车门对准老人，看到行动不方便的
老人，他立即下车搀扶，甚至背乘客上车。

徐亚平说：“每当坐在驾驶员的位置，立
马就会精神饱满，只要握上方向盘，我心里就
乐滋滋的。”在徐亚平身上，充分展现了当代
文明、友善、敬业、奉献的公交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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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长徐亚平32年无微不至服务乘客

徐香娥是河南省驻马店市西
平县柏亭街道东吕居委会居
民，她34年如一日地伺候多病
的公爹，操心帮两个哥哥和三
个弟弟成了家，她用自己的
善良无私和坚忍不拔，书写了
一个普通女性平凡而闪耀着
大爱光辉的人生篇章。

1983年，徐香娥从南阳淅川
来到西平县谭店乡东吕村（今柏亭街
道东吕居委），与吕祥安结婚。婚后一个多
月，徐香娥便和丈夫都辞去工作，成了一个
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一日三餐、缝缝补
补、里里外外，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因
人口多、粮食少，每天她带着小弟们挖野菜、
捡柴火；冬天小弟们脚都冻烂，她天天晚上
都给他们烧热水洗，像亲娘一样心疼着他
们，照顾着他们。

穷则思变，1985年徐香娥和丈夫开始想
法做生意。起早贪黑，挣了钱，除生活费用

外，她就给兄弟们添件衣服。为了
多挣钱，徐香娥又从南阳同学那
里要了丝毯回来织，半年下来
还了外债，她又把两个小弟重
新送去上学。

兄弟们的婚事也时刻挂
在徐香娥的心头，她勤扒苦

做，省吃俭用，终于在1993年先
后给老大、老四、老七成了亲。之

后，她又计划着帮老二、老五盖房子、
娶媳妇。

对待公爹，徐香娥比女儿都细心。公爹患
气管炎，成年不离药，徐香娥尽心侍奉，从不嫌
烦。不管多忙，她都变着法给公爹做可口的饭
菜；不管日子多难，她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公
爹拿药；冬天更是早早买好大衣，套好新被褥。

34年来，为了家庭，徐香娥吃尽了千辛万
苦，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和爱。弟弟弟媳都说：

“俺这一大家子，哪个离了俺嫂子都不中！”朴
实的话语，饱含了多少深情和感激！

“鞋垫奶奶”蒋宗梅
17年做3万余双鞋垫送乡邻

“好嫂娘”徐香娥34年含辛茹苦抚养众兄弟︻
孝
老
爱
亲
︼

︻
诚
实
守
信
︼

好村民闫志勋如数归还31万元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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