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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基层干部

□本报记者 陈小平

3 月 1日上午，一辆黑色轿车疾
驰而来，停在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
村委会大院。“不好意思来晚了，我
们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的申请
批下来了，今天一早评审中心通知
我去拿报告。”闫东锋风风火火地走
下车，告诉记者这个好消息。

今年 40 岁的闫东锋曾在部队
服役 4年，回乡后办厂创业，做得风
生水起。2014年 10月起，他担任闫
楼村党支部书记。

“俺村以前是一个穷村、乱村。
村委会只有三间破房，进门门框碰

头，连村‘两委’的牌子都没地方
挂。村务管理混乱，村民人心涣散，
党员活动也组织不起来。”说起刚上
任的情景，闫东锋记忆犹新。

怎样才能尽快改变村庄面貌？
闫东锋认为，必须让老少爷们看到
村党支部为村民办事的决心，必须
让乡亲们心往一处想，拧成一股绳。

说干就干。筹资整修村室，新
建村委会大院、文化大院，让村民办
事有平台、活动有场所；整修村内道
路，组织大家清运垃圾、铲除杂草、
粉刷房屋，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将
村“两委”班子中的党员聚集起来，
统一组织收割、播种和抗旱浇地，让
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家庭农忙
时不再心焦；他自掏腰包组织近百
名村民代表到临颍南街村参观考

察，让大家开阔眼界……“一件件事
儿办下来，关心村里事务的人越来
越多了。”闫东锋说。

为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村务管
理的积极性，让流动党员有个“家”，
闫东锋开通了长葛市第一个村级党
组织微信公众号——“闫楼我的老
家”，及时发布党员学习资料，播报
村镇动态、村务信息、便民服务等各
类信息。同时，建立微信群方便党
员群众商议村里的重大事项。闫楼
村这种“互联网+村务管理”的经验
还被中央媒体报道过。

为了让村民们心齐，搞活动就
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定期举办趣味
运动会，举行文艺汇演，组织篮球比
赛等各种文体活动，广泛开展“十星
级文明户”“闫楼好人”等评选活动，

组建腰鼓队、盘鼓队……村民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正能量足了，
心也更近了。

“现在，村里的环境美了，村里
组织各项活动所发的奖品都是村民
自发捐助的，平时大家打扫街道等
都很自觉，村里的好人好事也越来
越多。”72 岁的老党员闫德青说起
村里的变化如数家珍。

“‘试点村’批下来了，村里两
个 1000 平方米的厂房也已开工建
设，预计今年年内就能投入使用。
今年我们要大干一场，大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我还准备组织村民到
外地考察现代农业，把好的农业项
目带回来，让大家的腰包再鼓一
些。”说起今年的目标，闫东锋信心
满满。③5

件件实事绘出闫楼新风貌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9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等六
部委日前联合发布《中国开发区审核
公告目录（2018 年版）》（以下简称
《目录》），我省共有 150个开发区纳
入该《目录》，总量在河北、山东之后，
位居全国第三位；总量比 2017版增
加123个，增量居全国第一位。

我省纳入该《目录》的 150个开
发区中，涵盖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19个国
家级开发区，郑州马寨产业集聚区、
洛阳石化产业集聚区等 131个省级
开发区，基本实现每个县（市、区）有1
个省级以上开发区。

此次目录修订对于我省开发区
建设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省新增
123个产业集聚区纳入国家目录，获
国家认可。纳入了国家目录，有利于
产业集聚区争取国家在政策、资金和
项目上的倾斜支持，并且为省级产业
集聚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打通了
通道。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我省将
进一步促进开发区改革开放，突出转
型创新，依托开发区加快实施“中国制
造2025河南行动纲要”，通过优化园
区功能、强化产业链条、支持科技研发
等措施，推动开发区由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培育竞争新优势。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3月 9日，
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下周我省将进
入多降水时段，虽然周初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将达20℃以上，但周中后期
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全省最高气温
将明显下降，降幅可达10℃。

下周初，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 20℃~
23℃；周中后期受冷空气和降水影
响，全省最高气温呈明显下降趋势，降
幅可达10℃左右。预计全省周平均
气温接近常年同期。

此外，下周三下午到周四(14日
下午到15日)，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
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
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
冷空气影响，全省有4到5级东北风。

下周末(17日到18日)，全省还有
一次雨量分布不均的阵雨、雷阵雨天
气过程。受冷空气影响，全省转偏北
风 4级到 5级。15日起受冷空气和
降水影响，全省最高气温呈逐渐下降
趋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
10℃左右。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3 月 7 日早上 8 点，天空还下着
雨，孟光丽接到了南阳市数字化城
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发来的信息：
文化路中段一处窨井下水不畅。孟
光丽二话不说，领着人拿起铁锨就
来到了事发地点。

孟光丽是南阳市城管局市政管
理处“三八”女子疏浚班的班长，这
个班由 9 名女性组成，是南阳出名
的先进集体，曾获得过“全国青年文
明号”等众多荣誉称号。1997 年，

当时平均 20 岁出头的她们组成了
疏浚班，开始天天与污水、淤泥打交
道，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这是空锨，掏起污泥来，一锨
得有二十几斤。”到达现场后，孟光
丽麻利地戴上手套，手执 2.5 米长、
15 斤重的铁锨，一锨一锨将管道中
的淤泥“掏”上来。由于南阳部分道
路是在旧城道路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下水管网存在管径细、管道老化
的问题，很容易出现排水管道堵塞、
淤泥污水漫流现象。这些地方由于
受条件限制，无法实施机械化作业，
只能靠人工掏挖疏通。每三周时

间，她们就要将负责的 10 条干道、
3000多座窨井掏挖一遍。

“刚参加工作时，有些姑娘连铁
锨都拿不动，臭水沟的味道熏得让
人作呕，一天都吃不下饭。”孟光丽
说，现在她们一个个都练就了一身
的本领，掀窨井盖、掏挖、装车、水车
冲洗、打扫路面，整个过程 6分钟就
能完成。

每年汛期是女子疏浚班最繁忙
的时候。“下大雨刮大风，别人往屋
里跑，我们得往屋外冲。”疏浚班的
闫英笑着说。汛期，疏浚班每个人
都时刻紧绷着神经，想着哪几处地

势低洼容易积水。只要下起大雨，
无论白天还是深夜，她们都会穿梭
在街头，用铁钩、铁锨扒开杂物，打
开窨井盖，让雨水顺利排走。为了
防止车辆行人掉入窨井，她们必须
设立好醒目标志，甚至在瓢泼大雨
中守候。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她们
几乎每个人都指关节粗大、手上布
满老茧，有人还患上了腰椎、颈椎疾
病，她们用自己的青春换取了城市
地下管网的畅通。“看到城市管网正
常运行，我们比什么都高兴。”孟光
丽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3月 9日，
记者从教育部门获悉，第三批国家“万
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揭晓，我省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9所
高校的13名教师入选。

国家“万人计划”是一项涵盖领域
广、涉及部门多、实施周期长的高层次
人才支持计划，由中组部、人社部等
11个部委联合推出，面向全国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
突出人才给予特殊支持，旨在加快培
养造就一批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
强支撑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万人计划”有三个层次，分别是
杰出人才、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
才。其中，杰出人才计划支持100名
处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科学研究有
重大发现、具有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
潜力的人才；领军人才计划支持

8000名国家科技发展和产业发展急
需紧缺的创新创业人才、教学名师；
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支持 2000 名 35
周岁以下、具有特别优秀的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潜能、科研工作有重要创
新前景的青年人才。

此次我省共有 9所高校 13名教
师入选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在
领军人才中，河南农业大学的杜向党、
陈锋，河南师范大学的郭海明入选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河南大学的李伟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李金铠入选哲学
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郑州大学的余丽，
河南大学的杨捷、秦耀辰，郑州师范大
学的陈国维，郑州轻工业学院的王永
华，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务新超，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雷红薇入选教学
名师。河南农业大学的褚蓓蓓入选自
然科学类青年拔尖人才。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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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晚，河南福彩“22选5”200万元
大派奖活动首期，第2018057期开出头奖12
注，且平分 10 万元头奖派奖金，单注奖金
21206元，喜迎“开门红”。目前，派奖活动
仍在火热进行中。

同时，收获“好运二”“好运三”“好运四”
的幸运彩民，平分对应的2万元、5万元、3万
元派奖金，当期奖金分别为 45元，286元，
2296元，相比派奖前的固定奖金23元、154
元、1463元，几乎实现了翻倍，实实在在回馈
了彩民。

据了解，此次是河南福彩 2018年开展
的首次派奖活动，于3月5日开始，3月14日
结束，连续派送10期，每期派送20万元，共

派送200万元。其中，头等奖每期加入10万
元，“好运二”每期加入2万元，“好运三”每期
加入5万元，“好运四”每期加入3万元。派
奖期间，中奖彩民除按正常比例获取奖金
外，还能均分对应奖项所加入的派奖奖金。
若当期头奖未中出，则派奖奖金滚入下期头
等奖奖池，直到全部中出为止。

福彩“22选 5”是河南省独具特色的地
方游戏，深受彩民推崇，彩民只需从1~22个
号码中选出5个，即可投注；此外，“好运二”

“好运三”“好运四”奖项，只需选出2、3、4个
号码，即可投注，且所有奖项号码均不按位
置和顺序。“盘小好抓球，中奖更容易”，赶紧
行动收获更多好运吧。

“22选5”派奖首期头奖12注，好运彩奖金翻倍

3 月 4日晚，福彩双色球第 2018024 期
开奖，红球号码为 11、19、22、26、31、32，蓝
球号码为02，头奖开出9注，单注奖金为748
万元。

据统计，这 9注头奖分落 6地，其中，河
南焦作彩民揽入1注，出自焦作41088102福
彩投注站，为一张单式2注票，仅投注4元便
收获奖金748万元。这也是今年春节彩票开

市后，河南彩民收获的首注双色球头奖，再现
大奖福地。

二等奖开出81注，单注金额34万多元，
河南彩民收获其中的3注。当期红球号码大
小比为5∶1；三区比为1∶2∶3；奇偶比为3∶3。
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 26；两枚隔码 19、
22；两枚斜连号 11、22；一组二连号 31、32；
两组同尾号11、31和22、32。

节后迎好运，焦作彩民揽入双色球头奖

穿梭在城市中的女“疏浚师”

人人都是活雷锋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信阳茗阳天下社区速写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3月 9日，项城市丁集镇永汇高科技
产业有限公司正在对新员工开展岗前培
训。该公司主要生产手机等移动通信终
端，产品出口俄罗斯、非洲等国家和地
区。该企业提供200多个工作岗位并通过
免费岗前技术培训，帮助返乡务工人员和
周边村镇的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⑨3

▶车间现场教学
▼集中培训

岗前培训 门口就业

走进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花婷

是她，常年无偿为社区孤寡老人
针灸治疗、缓解病痛，坚持自费义务到
偏远山村为贫困留守儿童授课，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优秀党员的高贵品质。
她说，消除人们肉体和精神上的病痛，
她乐在其中。她叫白玉梅，一名有着
30年党龄的老中医。

是他，在无数次巡逻中发现业主车
没锁好，车窗没关好，为车主妥善守护
好车内遗留的贵重物品，直到等来或联
系上业主，他才会默默离开。他说，确
保每一位业主的财产安全，是他的责
任。他叫王威，一名普通的社区保安。

是他，组织策划冬季送温暖、慰问
留守儿童、看望孤寡老人等公益志愿
活动，将原来很少联系的社区居民召
唤到公益志愿活动中，为社区传递真

情。他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
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他叫杨海
松，一名普通的社会志愿者。

是他，退休却无休，为社区管理建
言献策，倾心为邻里排忧解难，为 50
多户困难、高龄、空巢老人提供义务服
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崇
高追求。他说，他向党宣过誓，为人民
服务的承诺至死不忘。他叫曹荣贺，
一名普通的退休干部……

3月7日，穿行在花园般的信阳市
南湾湖风景区贤山街道办事处茗阳天
下社区，社区负责人刘臻细数着这个
刚刚获得“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殊
荣的社区里的好人好事，一脸的陶醉
和自豪，“像这样的典型事例，在我们
社区，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2015年，我们组建茗阳社区志愿
服务队时，报名的志愿者仅仅十余人。
我们一边从点滴入手，用实际行动向社
区居民传递着文明和爱心，一边广泛宣
传、积极动员，如今已先后成立了‘红色
爱心’‘环保卫生’‘医疗义诊’‘文艺宣

传’‘文明交通’‘社区治安’等6个专业
小分队，社区志愿服务队伍达300余
人。”社区居委会主任熊万阳告诉记者。

通过设立宣传栏、发放“文明手
册”、评选表彰好人好事、举办道德讲
堂、开展法律进社区等活动，使得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区居民中得到牢
固确立和践行。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年
底，茗阳天下社区已先后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 110 余次，参与志愿者
1000余人次。3600多户居民中，尊
老爱幼、爱家孝悌的典型比比皆是。

在社区会议室，指着墙上整齐悬挂
的“河南省总工会规范化建设示范点”

“信阳市市级文明社区”“信阳卫生小区”
“信阳市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等一块块闪
着金光的牌匾，刘臻说：“雷锋身上所具
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
精神、进取的锐气’，我们社区的家家户
户、老老少少都牢记着。‘人人都是活雷
锋’，是社区雷锋精神蔚然成风的具体体
现，更是我们持续追求的目标。”③3

3月9日，温县赵堡镇农民在麦田劳作。时下正是春耕备播和田间管理的关
键时期，该县农民抓紧施肥、灌溉，为稳产增收打下良好基础。⑨3 徐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