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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韩浩 李鹏）3 月 30日，淮滨县 2018
年度第一批 39 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38.31亿元。

这些项目主要涉及民生、交通、
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扶贫、物流等
方面，建成后将对改善民生基础设
施、提高居民幸福指数、促进产业布
局调整、助推脱贫攻坚、进一步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城市品位等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淮滨紧紧围绕“滨淮福
地、临港强县”发展目标，大力实施

“一城一区三基地”发展战略。今年，
该县继续深化项目建设年活动，围绕
脱贫攻坚、百城建设提质、生态水土
壤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战略、民生工
程、产业集聚区等重点领域，谋划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 483 个，总投资达
632 亿元，计划年度推进重点项目
259个，完成投资149亿元，为历年之
最。③4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王
为峰 杜来辉）3 月 28日，台前县 12
个扶贫项目集中开工，概算总投资
14.89 亿元，涉及光伏扶贫、种植养
殖、安全饮水、农田水利等多个领域。

台前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来，该
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以“产业扶贫、项目先行”为主攻
方向，探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脱贫

攻坚新路子，“台前模式”在全国推广。
此次开工的扶贫项目，包括协鑫

光伏发电项目、大亚光伏发电项目、贫
困村分布式光伏项目、国家储备林项目
等产业项目，以及安置区基础设施项
目、滩区迁建安置区道路项目、农村饮
水安全项目、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国家
千亿斤粮食工程、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等基础设施项目。③4

淮滨3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台前12个扶贫项目集中开工

商水县巴
村镇于庄村村
民李亮红通过
返乡创业，流
转荒废土地
30亩，建起莲
藕扶贫示范
园，安排村里
的贫困户在此
就业。图为3
月31日，贫困
户李子民在采
收莲藕。⑨3
乔连军 摄

▼4月1日，许昌市烈士陵园内庄
严肃穆，中小学生及社会各界群众前
来祭扫，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寄托无限哀思。⑨3 乔利峰 摄

烈火见证初心使命
——追记三闯火海救人牺牲的河南英雄李道洲

□薛世君

所谓英雄，往往是那种危急关头

救人于水火中的人，是不怕困难，不

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让

人钦敬的人。这并非一种传说——

即便与失火居民素不相识，即便面对

生命危险，眼见火情危急、人命关天，

李道洲毫不迟疑，本能地三闯火海英

勇救人，最后倒在了烈火浓烟之中。

这份大仁大勇大义，无愧于烈士之

名，当得起英雄之称。

三返火场救人的王锋、维和英

雄申亮亮、卧冰救人的“红裤头”王

保华……一位位“河南好人”的英雄

事迹，彰显着河南人侠肝义胆、勇于

担当、扶危济困的精神品质，标注出

中原儿女的道德高度，也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绝佳诠释和民族精

神的生动写照。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五年公益

报告显示,河南在全国十大正能量省

份中排名第一；“感动中国”人物评选

以来河南走出了 15 位年度人物……

一直以来，河南以“加快构筑全国重

要的文化高地”为奋斗目标，在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上不遗余力，通过树立崇德向善的

社会风气、褒奖鼓舞人心的传统美

德、倡导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宽广

博大、朴实厚道的大爱传统承继绵

延，河南人的良好形象熠熠生辉，中

原文化的时代光芒闪耀绽放。

英雄是一种深厚的公共文化资

源，更是一种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

量。当前，从脱贫攻坚到国企改革，

从“三个转变”到“三大变革”，从“三

区一群”建设到乡村振兴……我省面

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纷繁艰巨，当

此之时，我们怀念英雄、致敬英雄，就

是要发扬其无畏的气概、刚毅的品

格、无私的精神，激发出强大蓬勃的

正能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

承续英雄的精神，汲取英雄的

力量，李道洲们就依然活在我们身

边。2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李子耀

英雄小传：李道洲，男，信阳市光

山县人，1988 年 7 月生，2005 年 12 月

入伍，中共党员，四级军士长军衔，生

前为空降兵某旅直升机场站汽车连

七班班长。

初春三月，江河呜咽，鄂豫同悲，
无数人在心中默默呼唤着一个年轻
人的名字——李道洲。

3月 3日的那个午后，面对武汉
市一居民小区内突然冒出的浓烟，从
部队探亲在此等候妻子下班的李道
洲义无反顾，三入火海，救出两人，却
把自己留在了烈火之中。

3月5日，李道洲生前所在部队批
准他为烈士。同日，共青团武汉市委
追授李道洲“武汉青年五四奖章”。6
日，洪山区社会综治办确认李道洲为
见义勇为。8日，共青团信阳市委追授
李道洲“信阳青年五四奖章”。3月15
日，共青团河南省委授予他“河南省见
义勇为青年英雄”荣誉称号。

火海，是英雄的战场

“二期 10 栋 5 楼有人家里着火
了，大家赶紧去救火啊！”

3月 3日 14时许，在武汉市洪山
区梨园街道东湖花园物业公司当会
计的王慧接完一个电话，就大声叫了
起来。

王慧冲口而出的话，好似为休假
探亲在这里等着自己下班一起回家
的丈夫——驻鄂空降兵某部战士李
道洲，吹响了冲上战场的冲锋号。他
二话没说，拎起灭火器，和妻子的两
名同事一起，一路小跑冲了过去。

“电梯门一打开，一股浓烟就扑
面而来。”和李道洲一起赶到失火楼
层的小区物业水电工黄永浩回忆说，

“他第一个朝着那个浓烟滚滚的房间
就冲了过去，没有一丝迟疑。”

这套房里住着一对80多岁的老
夫妻，还有他们51岁卧病在床的脑瘫
女儿。在两名物业人员的协助下，李
道洲两次进入火场，先后救出老夫
妻。得知他们的女儿还困在房内后，
李道洲连房门都没出，第三次冲向了
失火的房内。

房内堆满了易燃废旧物品，使得
原本不大的房屋里浓烟滚滚，最终，
李道洲没能再出来。

次日凌晨，大火被消防人员扑灭
后，经过三次现场摸排搜救，十多名
官兵扒开房间的床垫等杂物后，才终

于发现了李道洲的遗体。当时，他俯
身趴在地上，背上仍背着被困女子，
女子身上压着席梦思床垫，两人鼻子
里都是黑烟。

人之大义，莫过于以命济人。闻
讯赶来的李道洲所在汽车连的连长
程栋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
在救人！”

无畏，是英雄的本色

“作为一个儿子，他不能为我和他
母亲养老送终；作为一位父亲，他无法
把自己的一双儿女养育成人。”李道洲
的父亲李春旺流着泪说，“但是，作为一
名军人，他没有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作为一个党员，他更没有
忘记‘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
铮誓言，我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李道洲的老家，是位于大别山革
命老区的光山县槐店乡大栗树村晏
塆组。爷爷、父亲和他，一家三代都
当过兵。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新中国刚成
立时，李道洲的曾祖父就是大队干
部，李道洲的爷爷被送到部队当过八
九年兵，转业回乡后做了一名普通的
道班工人。早年在县城见义勇为时，
左腿被歹徒刺了 9 刀，落下终身残
疾。李道洲的父亲长大后，也参军入
了伍，后来复员回乡。

军人家庭长大的孩子，对党和人
民有着质朴的感情。2005年 12月，
李道洲追随祖辈的足迹，入伍来到空
降兵某部。在填写部队档案时，他写
下了这样的文字：当祖国召唤的时
候，（要）挺起胸膛站排头！

2008年 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
李道洲所在的空降兵部队第一时间
奔赴灾区。大灾大难面前，李道洲和
战友们日夜奋战在抗震救灾现场，带
头冲在救援一线。

2012年，李道洲调入生前所在的
部队任汽车连班长。他在日记中写
道：“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部队培养
更多的优秀驾驶员。”

“老班长说，部队驾驶员要随时
准备完成各种急难险重任务，必须苦
练本领，并在思想上始终高度戒备。”
战士王坤哽咽着说，“老班长的话，我
一直记在心里。”

初心，是英雄的使命

而在家人眼里，李道洲还是个念
家顾家，懂得照顾人的温情男人。

“部队虽然离家不远，他却个把
月才回一次。”妻子王慧红肿着双眼

回忆说，“每次回来，他都会把家收拾
得干干净净。只要他在家，家务活从
不让我和妈妈动手。”

“女儿才9个月，他每次回来，都一
直捧在手心。经常念叨着要带她去部
队看飞机，长大了好‘飞’出去看外面的
大世界。”话到此时，王慧泣不成声。

在战友们面前，李道洲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是，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话语质朴，却是他一生的追求。

3月 7日，天空阴沉，细雨霏霏。
一支礼兵车队从武汉市武昌殡仪馆
缓缓开出，沿着大广高速缓缓向北行
驶，他们要送李道洲烈士回家。

灵柩车驶出光山东站，道路两旁
早已挤满前来迎接英雄回家的家乡
亲人，他们胸戴白花，手持挽联，静静
伫立于通往光山县望城岗烈士陵园
近十公里的道路两旁。

“孩子，我们接你回家了。”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拐杖，颤巍巍
地站在路旁，看着远远驶来的灵车，
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那天，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
直到烈士灵柩落土，鲜花摆满陵墓，
一连下了多日的小雨停了，天边挂起
了落红，乡亲们说，那多像他们一直
熟悉的英雄的笑容。

李道洲英勇牺牲的消息经媒体
报道后，在社会各界引发巨大反响，
无数网友留言，“熊熊烈火前，他没有
选择旁观，而是向火而行，勇往直
前。”“新时代的英雄，李道洲用生命
树起了一座丰碑！”

在英雄的家乡，掀起了学习李道
洲烈士牺牲奉献精神的热潮。

“在李道洲的心里，个人的生命，
温馨的家庭，都重不过群众的安危。”
一连多日陪同我们在英雄家乡采访的
中央办公厅挂职扶贫干部、光山县副
县长毛娓感慨地说，“什么是初心？什
么是使命？李道洲用生命给出了答
案：那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3月 9日，光山县慈善总会决定
设立李道洲烈士子女助困基金，用于
其子女 18 周岁之前教育及生活保
障。截至3月21日，已经累计收到捐
款98.7万余元。

光山县马畈高中一名学生看完
媒体报道后在留言中写道：“请英雄
李道洲叔叔相信，我们一定会将你这
种美好品质传递下去！”

“英雄！”这是人们发自心底的赞
誉。因为他们知道，英雄面对人民危
难，总会舍生忘死，舍己为人。而英
雄们也始终牢记着，人民需要的地方
就是战场！③4

英雄是一种磅礴的力量
今日 社评

李道洲（右二）生前在部队为班里战士上驾驶课。 本报资料图片

作为一名军人，他没有忘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作为一个党
员，他更没有忘记‘随时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
铮铮誓言，我为他感到骄
傲和自豪。”

李道洲的父亲李春旺说

本报讯（记者 谭勇）从 4月 1日
起，全省范围内依法取得施工许可的
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必须实行实名制管理。3月30日，记
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为进一
步规范建筑劳务用工管理，保障农民
工合法权益，该厅下发了《关于在全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
设领域推行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的
通知》。

据了解，建筑劳务用工实名制管
理是通过登记现场劳务人员的身份、

教育培训、工资结算及支付等信息，
建立能动态反映每日用工实际的花
名册、考勤册和工资册等实名管理台
账，实现施工现场劳务人员底数清、
基本情况清、出勤记录清、工资发放
记录清、进出项目时间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对施工企业未按要求实施实名
制管理或在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未按要求对
实名制管理实施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的不良行为实施信用惩戒。③3

我省推行建筑劳务用工实名制

项目建设激活发展动力

□本报记者 归欣 马涛
本报通讯员 封德

尹青云去年有两件得意事：一是
自己光荣入党，实现了多年来的心
愿；二是儿子小可成婚，把县城姑娘
娶上了山。

老尹的家在西峡县太平镇东坪
村，全村只有40余户人家，位于伏牛
山深处的老界岭下。3月28日，记者
来到这里，只见一条小溪潺潺而过，
50多座小院错落铺排，家家都是白砖
灰瓦马头墙，仿古门楼木栅栏。在界
岭6号农家院里，记者见到了忙碌着
的老尹一家。

现在都往城里跑，你咋就甘心嫁
到了农村来？刚出月子的新媳妇柳飒
有些腼腆，抱着孙女的婆婆王金荣倒
是心直口快：“小两口感情好呗！再说
俺这农村一点儿也不比城里差！”那话
里，有按不住的骄傲和自信。

这骄傲有底气。论环境，这儿让
城里人个个羡慕：吸的是负氧离子，喝
的是纯净山泉，屋里现代化电器样样
俱全，出门就是 5A 级景区老界岭。
比收入，说出来能让不少都市白领嫉
妒：经营农家宾馆，加上种植香菇、山
茱萸和猕猴桃，去年尹青云一家收入
突破50万元。为庆祝喜添第三代，老
尹前不久还买了辆进口小汽车。

“没有党的好政策，这样的好日子
真不敢想。”尹青云一边收拾山野菜，一
边跟记者聊。虽然已经是全镇有名的
致富带头人，但他还是闲不下来，6号
院里最受游客欢迎的野菜“二月兰”，都
是老尹一家一棵一棵从山上挖来的。

2003 年，尹青云以三间破瓦房
开张，办起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
人们眼中的老实人为啥敢为人先？

老尹说是穷怕了，拼一把。“山里地
少，种粮食勉强够吃饭；路也不好，种
点香菇还卖不出去。”他回忆说，不想
办法挣点钱，儿子长大了怕是要打光
棍。到了年底一算账，挣了1700元，
全家高兴了好几天。“第一次发现除
了种地还有别的门路。”2008年，靠
着踏实肯干、诚信经营，尹青云攒钱
盖起全村第一座两层小楼。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
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东坪村人的福
气也随之而来。2013年，西峡县开展
生态移民扶贫搬迁，鼓励村民发展农
家宾馆。“守山不守穷！”尹青云和42
户村民一起，第一批响应号召，把家改
成了“客栈”——界岭农庄6号院。经
过统一规划、改造，东坪村成了旅游专
业村，游客数量井喷式增长，村民生活
火箭式上扬——2010年尚有70%的
村民是贫困户的东坪村，到2015年已
率先实现了整村脱贫；2017年全村人
均收入突破3万元，达到了小康标准。

吃上生态饭，发了旅游财，越来越
多的人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
咂摸出甜味。不但把城里的姑娘娶上
了山，不少在外发展的村民也回到了
村里，来老尹家串门的柳廷会就是其
中之一。去年，在城里做批发生意的
他把门店租出去，带着儿子回村开起
了农家宾馆。“跨界创业不怕有风险？”
记者问。他指着山下不远处，答非所
问：“看见那排小高层没有？价钱比南
阳市城区都贵，硬是一套不剩。还不
是因为咱这山好水好风光好？在村里
大干几年，肯定有奔头！”

天朗气清，老界岭巍峨的山头
和美丽的东坪村一起，倒映在春天
的桃花流水里，那是乡村振兴的模
样。②40

西峡：城里姑娘嫁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