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 孙华峰 王君杰 祝传鹏 何心悦

4月8日，新密市尚庄小学举办了一
场特殊的生日聚会，78岁退休教师李振
山的学生们从各地赶来为他庆祝生日。
他们相约回来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李振
山老师2017年查出身患“恶疾”，他们想
听老师再讲一节课，而这也是老师的一个
心愿。当天，李老师在教室里带着学生们
重新学习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件事
经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发热议，很多网友
说“泪奔了”。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李振
山老师和他背后的故事。

一生教了5000多名学生

李振山今年78岁，新密市曲梁镇全
庄村人，从教 41 年，于 2001 年 4 月退
休。李振山教过的学生有5000人之多，
如今遍布政府机关、部队、工程等各个行
业。

李振山1960年从开封师范毕业，分配
到中牟县八岗公社（现为航空港区八岗办
事处）宋庄小学任教，后调至中牟六中。
1979年调回新密，在曲梁高中教语文。

李振山最初的工资才39.5元，每个
月留给家里的只有三四块钱，大部分都
拿去资助学生了，还买书、订报纸帮助学
生们学习。“有一年冬天，我看到后李庄
有个学生郑铁山走路一瘸一拐的，搂起
他的裤腿一看是脚冻肿了，我赶快脱下
自己的棉鞋给他穿上。”李振山老人回忆
起当年的点点滴滴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对学生上门看望，李振山有个“三不
政策”：不要张扬、不要铺张浪费、不要拿
礼物，否则概不接待。

李瑞锋是李振山的三子，目前是新
密二高的一位老师，在他眼里，父亲是高
大的，不严厉却让人敬畏。“父亲在师道
尊严方面做得淋漓尽致，他用人格魅力
感染着身边的人，我们兄妹四人都是他
的学生，又是他的孩子，他影响着我们的
一生。他经常告诉我，对学生要有信心，
要有爱，要带着情感和智慧去教学。”

再听老师讲一堂语文课

4 月 8日是李振山的生日，他的学

生郑金铭、蒋占峰、李观虎等人商议聚
一聚，一起看望老师，苏州、新乡、郑州
等地的 20多位学生得知消息都赶到老
师家中，并把他接到附近的尚庄小学，
重温上学的感觉。这些已经毕业三四
十年的学生们逐个向李振山汇报自己
的发展状况，并提议请李老师再为大家
讲讲课。

“起立、老师好、坐下……”一声声口
令，一幕幕回忆，看着鬓发苍白的老师，
座位上的学生们已是热泪盈眶。

李振山老人由于患了“恶疾”，板书
已经不能书写自如，但他面对学生，坚持
站在讲台上，用颤巍巍的右手板书苏轼
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谈到当天讲课的情形，李振山脸庞
红润面露笑容。“很痛快，很美，想起了当
班主任的时候。”老人说，教学要有爱心、
耐心和信心，对落后学生要发现优点，善
于转化，不能放弃。

“难忘师恩”是所有学生的心里话。
一位学生在李老师病床前自责地说：“我
与李老师的距离有多远？仅有一个小时
的路程而已，我却多年未见老师。”

郑金铭说，当得知李老师患病后，他
连夜乘高铁回到郑州，望着病榻上的恩
师，他感慨万千：“夜半忽闻君恙重，百感
交集涕泪横。只恨弟子非圣手，佑我恩
师得康宁。中年常忆当年景，樱桃树下
话平生。白发不负少年志，千古悠悠不
了情。”

“树正气、走正路、干大事”是李振山
对莘莘学子的谆谆教诲，“有理想、有良
知、有傲骨”是他对农家娃的万千叮嘱。
郑金铭表示，老师的这些话语让他受益
终身。至今，郑金铭仍清晰地记得，自己
到部队当兵后，李老师还给自己邮寄书
籍……

跟老师说说心里话

4月 10日，陈灿玲抱着鲜花去看望
李振山老师，以弥补自己没能参加“听
课”的遗憾。陈灿玲已是新密二高的校
领导了，在老师面前，她毕恭毕敬像学生
时一样。

“李老师是清贫的，也是富有的，他
渊博的知识、精彩的授课、积极的态度和
对学生的关爱，是我们永远的印象。”陈
灿玲说，李振山老师对她以后走上讲台
奠定了思想基础。

牛广民是李振山在 1978年教的学
生，多年来他坚持在每年老师生日时都
上门看望。“我上学时属于落后学生，有
的老师不喜欢我，但李老师不一样，经
常鼓励我。有一次我的作文受到他在
班上表扬，这让我触动很深，永远感恩
并铭记在心，培养了我遇事不气馁的性
格。”

今年68岁的中牟学生薛老闯说，李

老师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
样，非常关心和爱护，1962年生活很困
难，有的学生就休学了，李老师到学生家
里家访，说服家长让学生重返校园继续
学习。但很多人家里穷，李老师就给学
生垫付学杂费和笔墨等学习用品，他舍
不得一个学生辍学，他的行为感动了全
校师生。“最使我感动的是，我脚上长疮
无法走路时，李老师背着我来回接送，我
家离学校有三里路，老师您辛苦了！”

有德之师才能教出好学生

@佛子厚土：泪目，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尊师重教，有德之师才能教出这

样的好学生。

大河网友“城南旧巷”：看到老人家

流泪，泪水真的是再也忍不住了。老师

已经变老了，学生们年轻的容颜也已不

在，但是老师用粉笔板书，为同学们传道

授业解惑，学生们起立向老师问好的画

面将永远定格。感恩，感动，感谢。

@victoriamei：人民的教师，辛苦

于学生的讲台！任何时候人颜虽已老，

可老师的字迹永远不会改变！愿我们的

老师身体健康！

今日头条网友“花生日记”：这是一

种情怀，老师和学生都付出和收获了莫

大的情怀，对于他们来说是幸运的。

本期焦点

焦点报道大河倡议

□大河网记者 莫韶华

4月 9日，郑州晴空万里，空气中零星飘浮着飞絮。家住东明路的
市民沈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家附近公园柳树很多，往年这个
时候柳絮漫天飞，今年我早早全副武装准备与飞絮斗争了，但是明显没
有往年严重。”今年的“四月飞絮”为什么会明显减少呢？

症状：每到春天柳絮飘，过敏鼻炎便加重

沈先生在郑州定居多年，但是让他颇为头疼的是每年到四月份，郑
州空气中飘荡的杨柳飞絮，总会让他的过敏性鼻炎加重，去医院看病，
呼吸科经常排成长龙。春暖花开，又到了花粉和飞絮爆发的时节，环保
部门提醒空气进入“敏感期”。

“我最喜欢的就是周末带着家人去郊区，在那打开车窗，休息一会
儿鼻腔就感觉舒服很多，人也清醒了。但回到市区，仅仅半小时就觉得
鼻子‘塞住了’，脑子发晕、犯困。”沈先生说，今年飞絮倒是少了很多。

一到春天，很多人都会出现打喷嚏的症状，不是感冒了，而是鼻子
不舒服。一位此前没有鼻炎病史的女同事抱怨：“最近老公鼻炎加重
了，头疼难受；是不是鼻炎也传染啊，我鼻子今天也有半边不通了。”呼
吸不畅的毛病，似乎已波及身边很多人。

原因：飞絮+花粉，让你春季过敏“功不可没”

其实，春季过敏千万别理所当然地把“罪过”都归到扬尘上，各种花
粉和杨柳飞絮的污染“功不可没”。

每年四五月份，是杨树、柳树、梧桐树等树木的生殖成熟期，空气中
的花粉、飞絮量大幅增加，不仅影响空气质量，更会危害人体健康。

据专家监测，飘扬的飞絮易进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设备，造成
PM10或 PM2.5小时浓度的飙升。另外，空气中悬浮着大量粒径较小
的花粉颗粒，会直接导致空气中颗粒物浓度上升。

道路两旁种植树木的果球落地后，经过车辆不断碾轧，形成更为细
小的颗粒悬浮于空气中，随着车辆不断移动，造成空气中颗粒物浓度长
时间居高，如梧桐树果球。而飞絮、花粉可吸附空气中的灰尘、病菌，传
播疾病，引发皮肤过敏、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

现状：提前预防，河南“四月飞絮”明显减少

据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称，按照时节，“四月飞
絮”最严重的应该是清明前后，但是今年河南提前严控做好春季飞絮防
控工作，每个地市因地制宜，既避免了本地“漫天飞絮”的现象，又避免了

“交叉感染”，再加上“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天公作美，让空气清爽了不少。
一方面在梧桐、杨树、柳树开花前，通过飞机、喷药车、人工等方式，

给树木施加药物，如疏除剂或悬铃散等，抑制飞絮的形成，并将作业范
围扩大至城市周边县区，遏制飞絮传播对城市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

另外，在飞絮高发期采用雾炮车对白杨树和柳树等树木喷洒杨柳
凝絮剂，将飞絮黏固；并采用高压枪每3天冲洗一次树冠上的飞絮，飞
絮落地后，环卫工人要及时进行清扫。

同时，增加保洁频次，及时清除地面及空中的飞絮，避免因车辆碾
轧、扰动造成飞絮对空气质量的二次污染。

预防：多项措施应对飞絮，熬过俩月便是“晴天”

那么，市民应该如何应对春季过敏呢？首先，应该勤换衣服，在外久
留回家一定要换外套，柳絮会依附在衣服上面被带到各处，以免柳絮过
敏侵害家人。关门窗，在有柳絮的日子里，一定记得要把门窗紧闭，不然
的话屋里的角落里都会有柳絮的踪迹，并且极难清理。出门记得一定要
戴上口罩眼镜，可以避免柳絮对眼睛的伤害和预防呼吸道的感染。

避免长时间在外行走或者工作，
白天时间尽量少待在室外，如果要锻
炼身体的话就选择在无风的早晨和下
过雨后的天气。

另外，在饮食方面建议不要食用
高蛋白食物和一些刺激食物。多吃
一些清淡的食物可以提高免疫力和
抵抗力。

□大河网记者 何心悦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河南绿色
中原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大河网等多家媒
体，以“晒出最美家乡蓝”为主题，邀请省
内18个省辖市的志愿者，在地球日当天
拍下以本市地标为背景的天空照，反映
地球日家乡空气质量，呵护美丽河南。

活动要求志愿者在地球日当天，用
手机或相机拍一张以当地市区地标为背
景的天空照片，凡省内18个省辖市市区
的朋友均可报名成为志愿者。有多种报
名方式可选：扫描右方二维码，进入大河
网·大河论坛“晒出最美家乡蓝”活动帖，
点击报名地址或关注“绿色中原”微信公
众号，搜索文章《2018世界地球日“晒出

最美家乡蓝”——河南十八地市全景天
空拼图活动公告》，点击“阅读原文”报
名。

照片均要求采用竖幅拍摄构图。画
面结构上，地标与天空的比例须为1:2，
画面拍摄清晰，像素分辨率高，要求原片
拍摄，不加任何拍摄特效。拍摄完成后，
请志愿者当天把照片原片发至邮箱：
806298980@qq.com，标注所在地市地
标名称、拍摄时间、拍摄当时空气质量
AQI指数、拍摄者姓名和手机号，并附一
段你和家乡有关的环保小故事（50字以
内）。

主办方将从每个地市中挑选一张照
片作为素材，地球日后公开展示地球日

“晒出最美家乡蓝”18省辖市全景天空

拼图。据悉，河南绿色中原环境保护协
会于2015年 1月启动“郑州空气一目了
然”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 2015 版、
2016版、2017版“郑州空气一目了然”
的空气组图。

“近年来，河南省空气质量不断改
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发动18个省
辖市的伙伴更多关心空气质量，发现污
染及时举报，助力河南省空气质量改
善。”“一目了然”项目负责人王鹏说，项
目组会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根据活动具
体开展情况，不排除2019年启动地市的
空气观察项目。此外王鹏告诉大河网记
者，这一全年定时、定点拍摄的空气观察
项目能直观反映郑州空气质量变迁史，
记录与雾霾抗争的过程。“我们通过在@

河南绿色中原 发布#郑州，一目了然#话
题，以每日发布郑州市地标建筑为背景，
定时、定点拍摄郑州空气实景图，每年还
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公布过
去一年的空气实况组图。”王鹏说。

了解更多活动流程及世界地球日相
关介绍，请登录大河网·大河论坛发展河
南板块，晒出最美“家乡蓝”。

“四月飞絮”明显减少
河南多项举措见成效世界地球日晒出18市“家乡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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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教了5000多名学生，78岁退休教师身患“恶疾”之后——

20多名中年人重返课堂帮老师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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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山为学生讲课 学生来看望李振山

学生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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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李振山

扫
码
看
视
频

河南在飞絮高发期采用雾炮车喷洒杨柳凝絮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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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优化道路交通秩序，营造
整洁、畅通、安全、文明的城市道
路交通环境，近日，封丘县检察
院积极组织检察干警，参加由县
文明办组织的“关爱生命、文明
出行”为主题的文明劝导志愿服
务活动。该院组织10名志愿者
干警走上街头，头戴小红帽，身
穿红色志愿者马甲，在县黄池路
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处，开展文
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
们2人一组分头行动，以亲切的
微笑、得体的语言，维持交通秩
序，向过往行人进行交通安全常
识宣传，提醒过往行人注意交通
信号灯，对中国式过马路闯红灯
现象进行善意的提醒和劝阻，倡
导文明出行；对行人不走斑马

线、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还有部
分市民逆行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劝导。志愿者们严谨的工作态
度、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素养
受到过往行人的高度评价。违
规违章者在志愿者的精神感染
下，表示今后一定遵守交通规
则，做一个文明出行者。整个活
动，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含
义。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展现
出封检干警爱民、善民、亲民的
良好形象。为改善县城的交通
面貌，倡导行人文明出行，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规范交通行为和
提高广大市民安全意识起到极
大的推动作用，作出了应有贡
献。 （岳换香）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近日，
新乡凤泉检察院专职委员会委员张宏为干警
们上了一堂“讲政治”克服形式主义——从学
懂、弄通、做实说起的党课。张宏首先从国际
上谈不讲政治的教训和后果，从国内实际上
谈情况谈讲政治的经验和结果这两方面将干
警的注意力引入到课堂上，接着从学懂、弄
通、做实的实际含义为干警讲解了今后努力
的方向。他就如何贯彻十九大精神，提升服
务能力做出了具体要求:干警们要把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深
刻领会中央的决策部署，结合实际，努力从思
想上解决理想信念问题、作风上解决求真务

实问题、行动上解决廉洁自律问题，将学习活
动与当前工作相结合，准确把握新时代检察
工作前进方向，认真做好检察工作。以实际
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创新特色和
亮点，提升保障人民群众的服务能力和水
平。此次党课是凤泉检察院学习十九大精
神、贯彻“两学一做”常态化的重要举措，通过
开展“讲党课”，使全院每名党员干部都参与
到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中来，确保做到对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全面理解、深刻领会、入脑入
心，将党员干部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将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凤泉检
察的发展中来。 (娄苑)

封丘检察院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

凤泉检察院开展讲党课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
后，中牟县姚家镇按照县纪委、监察委
要求，召开各层次会议学习宣传《监察
法》,采取全面覆盖、多方联动的形式，
开展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宣传活
动。该镇纪委在全镇22个行政村、辖
区企业楼宇等宣传阵地拉起宣传条幅
80余条；利用政府便民服务中心滚动
字幕，全天候播放监察法宣传标语；征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100余套，
向全体班子成员、二级站所负责人、各
行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进行发放，在
全镇掀起学习宣传《监察法》热潮，提
高了镇村两级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加
快了监察法宣传工作的社会化进程，
为打造风清气正新姚家奠定了廉政基
础。 （刘会彬）

日前，许昌魏都区旅游局积极开
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创新，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是召
开局党组会议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明确工作重点、主要措施和具体要
求，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落
实。二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会
查找的问题进行“清单式”整改，进一
步明确责任，使党组主体责任和领导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结合旅游工作实际、将党风廉政
建设与旅游工作紧密结合，找准贯彻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入点。四
是修订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对个
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廉政谈话谈心
制度、民主生活会、机关财务管理、车
辆派遣、日常考勤等制度进行全面梳
理，从管人、管钱、管物、办文、用车等
方面规范机关管理。

（焦元元）

魏都区旅游局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中牟县姚家镇多方联动学习《监察法》

把好“三道关”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郑州金水区杜岭街道从严把好教育关、管

理关、约束关，打好宣传、监管、问责的“组合
拳”，确保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从严把好教育关，敲响心中“警钟”。通过专题
培训、漫画海报、悬挂横幅等形式，使广大党员
群众知晓换届纪律工作具体要求，引导广大党
员群众筑牢换届纪律思想防线。从严把好管理

关，常亮监管“明灯”。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通过组织召开换届纪律专题会议，强化党员
干部纪律意识，从思想根源打好严肃换届纪律
的“预防针”。从严把好约束关，高悬问责“利
剑”。畅通监督电话，设立信访举报箱。对反映
干部违反财经纪律、拉票等违规违纪的问题，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 （王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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