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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二七塔，可谓郑州的“东方明珠塔”。可您知道二
七塔原来是座木塔吗？您知道它曾经很有可能变身成巴黎
凯旋门的形状吗？您知道塔顶的红星是什么做的吗？赶紧
来了解一下二七塔的秘密吧！

二七纪念塔是我国独有的双塔形革命纪念建筑。塔高
63米，塔身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塔平面为东西相连的两
个五边形，从东西方向看为单塔，从南北方向看则为双塔，整
个塔的形制具有中国民族建筑的特点，新颖独特、雄伟壮观。

时至今日，这座郑州曾经最高的象征性建筑，虽然已被
周围高耸入云的商业建筑围绕，但它依然屹立在那里，依然
是郑州百姓心中的一段记忆。

二七塔顶上高高的五角星竟然是玻璃材质的，这个玻
璃材质的五角星存在了四十多
年，没有一点损坏，是不是很神
奇？而当年的郑州只有一个玻璃
瓶小厂，这个厂没有压板机，工人
们只得先做了个大玻璃瓶，然后
一点一点地再把它锯平磨光，竟
然把五角星给做了出来。

（杨鑫阳 王乙卜 张桐语）

5月 14日，张玉滚做客大河网直播中
心，与网友分享他的感人故事，镜头前的张
玉滚有些苍老，38岁的人看起来像是50多
岁。

张玉滚扎根黑虎庙小学整整17年，17
年间，他培养了500多个孩子，其中300多
个孩子因他的资助免于辍学，还培养出了
16位大学生，甚至有的读了研究生……

黑虎庙村是镇平县北部深山区的一个
行政村，从地图上看，这里距离县城70多公
里，不算太远。然而一座座大山像铁桶一
般，把黑虎庙围困得水泄不通，牢牢压在谷
底。以前，黑虎庙人要想走出大山，得沿着
山脊上牛羊踩出的小道，翻越尖顶山，再穿
过险峻难行的八里坡。手机地图显示从黑
虎庙村到镇平县人民政府驾车最短路程要
1小时25分；骑行，要4小时30分；步行，则
要10小时零3分。老辈人说“上八里、下八
里，还有一个尖顶山；羊肠道、悬崖多，一不
小心见阎罗。”

黑虎庙村 1300 多人，下辖 13个自然
村，零星分布在方圆十几公里的带状山坳
里。学校虽说在村里的中间位置，但住得
远的学生步行要3小时才能到。一座破旧
的两层教学楼，一栋两层的宿舍，三间平
房，就是这个学校的全部家当。

从 2001年到 2006年，5年间，靠着一
根扁担，张玉滚为孩子们挑来学习生活用
品，也挑起了孩子们的希望。寒来暑往，他
的足迹早已化作一串串动人的音符，回荡
在黑虎庙的沟沟坎坎。

2006年，通往黑虎庙的公路修好了，
张玉滚省吃俭用置办了一辆摩托车。此
后，他去镇上给学校买米买菜拉教材，再也
不用肩挑背扛了。

“老扁担”谢幕，“小摩托”登场。12年
间，他骑坏 4 辆摩托车，更换过无数次轮
胎，按其中一辆摩托车里程表 40036公里
来算，这些年他至少跑了 160000公里，相
当于绕地球赤道跑了4圈！而这4圈还是
崎岖不平、常常有超过九十度急转弯的山
路……

吴龙奇是黑虎庙小学退休校长，从
1973年起就在村里教书，曾以一根扁担为
山里的孩子们挑回了书本、挑回了知识、挑
回了山外的精彩世界，他深知一个好老师
对孩子们的意义。

17 年前，张玉滚就是这样被吴校长
“盯”上的。2001年 8月份，眼瞅着开学在
即，吴龙奇把手里的教师拨拉几个来回，加
上返聘的，还有两个班开学没老师。学校
偏僻，没人愿意来，指望县里派老师根本不
可能，急得他火烧火燎。

这十里八村还有哪个“秀才”能救急？
吴龙奇突然想到了自己教过的学生张玉
滚，7月份刚从南阳第二师范学校毕业。

“玉滚，泥巴砖头垒个灶台，顶多能用个
十年八载。咱们教学生认的每个字，他能用
一辈子。”吴龙奇语重心长地对张玉滚说。

张玉滚听着老校长吴龙奇语重心长
的话语，再看着孩子们清澈无邪、渴望知
识的眼神，张玉滚鼻子陡然一酸，答应了
他。

就这样，21岁的张玉滚成了一名每月
拿30元钱补助，年底再分100斤粮食的民
办教师。

2009年，学校一下子有 3位教师面临
退休，马上春季开学了，这可咋办？张玉滚
像当初的老校长一样犯了难。

思来想去，他把“主意”打到了自家侄
子张磊身上。而张磊从 2007年大学毕业
后,就在深圳上班，并且还结交了一个广西
的女朋友。

“我叔给我打电话不下五六次，几乎天
天打。”一开始，张磊没有答应。

后来，在张玉滚的“不懈努力”下，张磊
的“战斗堡垒”被攻破，带着女朋友也就是
他现在妻子余超凤一起回到了黑虎庙小
学，成为小学教师。

2012年 7月，镇平县特批 7个深山区
民办教师转正名额，张玉滚转为公办教
师。张磊在课余修完了本科课程，目前也
已转正。

“有玉滚在，我们的孩子就有希望。”这
早已成为黑虎庙村学生家长的共识。

周武也是张玉滚的学生，2010年考入
四川大学，目前在国家电网山东省电力公
司工作。在他的印象里，张玉滚是一名全
能的老师，能教语文也能教音乐。

“在我的印象中张老师是一名文艺青
年，但为了学生他放弃了好多。山区的环
境非常闭塞，但张老师给我们打开了通向
外界的一扇门，因为有他，山区的教育从未
中断。我很感谢他，张玉滚老师改变了我
的命运。”周武感慨地说。

许多网友为他点赞并寄信感谢他，一
对来自北京的退休职工在寄给张玉滚的信

中写道：“您的事迹使我们老两口备受感
动。一个80后的青年能放弃大都市的现代
与繁华，携妻扎根大山里的小学教书育
人……这些让我们由衷的敬佩您。”

在访谈现场，节目组给张玉滚看了一
段学生寄过来的视频，看到学生们大学毕
业都已经有了不错的工作，张玉滚脸上露
出欣慰的笑容。“我想告诉孩子们，听到这
些话我非常感动！其实他们能走出大山也
不容易，黑虎庙村也为他们而骄傲。我只
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了该做的事……”张
玉滚激动地说。

张玉滚的多年坚守，离不开妻子张会
云的不离不弃，他含着眼泪说，他这辈子最
愧疚的人就是妻子张会云。

张玉滚说，他的妻子张会云原本在外
地打工，每个月能挣个千把块钱，但为了张
玉滚的事业，她毅然回到黑虎庙小学做起
了炊事员。2014年 5月的一天，张会云在
轧面条时出了意外，右手四个手指被机器
轧折，鲜血淋漓。等赶到县医院，已错过最
佳治疗时机，落下了残疾。

“我的心比针扎还痛。”张玉滚就这样
一边流泪，一边讲述妻子当年的意外。

用扁担挑来了孩子的未来
今日头条网友“谦虚如我”：说来惭愧，

我曾经去过山区支教，但只有短短的三个

月。虽然时间不长，但那段经历让我到现

在也难以忘怀，山区教育资源的匮乏、与孩

子们渴望学习走出大山的心愿相碰撞，看

在眼里实在是令人心酸。

腾讯网友“你那么好怕什么”：看到扁

担就想起了老一辈革命家，当年他们在艰

苦的环境中用扁担一担一担挑粮食；而现

在虽说是和平年代，张玉滚也是在艰苦的

环境下用扁担来挑书本教材、学具教具，

挑油盐酱醋、蔬菜大米等，他的老扁担、小

摩托，运送的不仅仅是物资，更是孩子们

的未来！

百度网友“清如水Lhd”：张开双臂护学

童，玉石无瑕晶剔透；滚烫热血倾注情，好人

好心誉镇平！（藏头诗）张玉滚好人当赞！

用青春点燃希望的火炬
网友“悄悄话”：感动，那样的艰苦条

件，他还能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给山

区教育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也正是有了无

数个“张玉滚”式的乡村教育植梦者，山里

娃才会有梦想的远方！希望能有更多的教

师像张玉滚这样扎根基层，投身教育，这样

才能看到教育的明天。

腾讯网友“唐老鸭1895：”善良的好老

师，太伟大，为了山里的孩子留了下来，他

应该是教师里工资最高的才对，条件差，一

个人还上那么多课。不为外物所扰、不为

名利所累，身接地气、教书育人，让青春在

奋斗和坚守中绽放光芒。

大河网友“羊羊快跑”：感动您的坚持，

那天电视上采访您我看了，板书真漂亮，字

美人更美！大山中走出个人才实属不易，

有您这样的老师，山里的孩子才有未来的

希望，才能更好地让他们实现梦想。

我们需要这种“拼命硬干的人”
“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之所以能

感动无数人的心灵，就在于他无怨无悔
扎根偏僻山村 17 年、全心全意帮助孩子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那份难得的坚守和
责任。”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王
萍说，人在坚守理想的时候，要付出的很
多。就像张玉滚老师，把几乎所有精力
倾注在学生身上，顾不上自己的孩子。
有时候做基础教育就是这样，要真心为
孩子们做事，难免要舍弃很多很多。张
玉滚十几年如一日地信守老校长的承
诺，这样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实在难能可
贵！

“张玉滚的事迹让我很受感动，张玉
滚以及黑虎庙小学的老校长和其他老师，
还有一直在鼓励和支持张玉滚在山村小学
工作的亲属，为了改变山里娃的命运，背负
起大山的希望，为此他们牺牲了很多很
多。”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明锁
说，张玉滚他们深知一个好老师对孩子们
的意义，要想刨除穷根，改变命运，必须从
教育开始。

张明锁说，以张玉滚为代表的广大山
区教育工作者不仅为山区的教育事业，而
且为整个贫困山区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重
大贡献。他们虽然收入低，生活苦，工作条
件差，很平凡，很普通，但他们是为了山区
孩子受到好的教育而“埋头苦干的人”“拼
命硬干的人”。今天，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
代，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必须学习和发扬张玉滚所代表的一代
代山区教师艰苦奋斗！

数读张玉滚

薪火相传

访谈摘录

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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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田育臣 何心悦

5月 11日，在杭甬高速上，一辆大巴车正在高速行驶，
车上有14名六七十岁的香港游客。毫无征兆，一只轮胎突
然飞来。大巴车的挡风玻璃瞬间碎成蛛网状，玻璃残渣飞
溅，司机刘师傅的脸和脖子受伤，全是血碴子。一两秒钟的
事情，任何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但周口人刘师傅却忍着身体
的剧痛，握紧手中的方向盘踩住刹车，成功控制了方向。视
频发布不久迅速引来大量网友评论，大家纷纷点赞，称：“河
南人，中！”

河南人好样的
大河网友“毅姥爷”：河南人，真中！高速轮胎太危险

了，有时经常见到路上的轮胎，有碎片，还有完整地掉落在

路中间，实在太危险了！

腾讯网友“彩云以归”：刘师傅真给河南人长脸，向他致

敬！我们河南最近新闻比较多，好人还是多的，大河南人好

样的！

百度网友“Baozi_J”：每次看到河南人在外面见义勇

为，我总能感觉到来自家乡人民的善良与热心，河南的好人

好事太多了，希望社会客观看待！

河南人骨子里是很厚道的
今日头条网友“梦踏踏”：普通人做好手中的活儿，守好

自己的责就够了。但是做好活儿和守责，不是说说就行，怎

么做好自己，不仅需要敬业精神，也需要专业精神。

百度网友“寓言”：在郑大读完研究生就留郑州工作了，

一开始家人不放心，觉得河南不算富裕，还老听说一些不好

的评价。但是我周围的同事、朋友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说河

南人不好的，是因为没真正了解他们。

腾讯网友“爱得伟大”：忠诚老实的河南人骨子里是很

厚道的，只是前几年由于种种原因被误传啦！随着发展的

脚步，河南人都在为自己的形象努力做着！

本期焦点

大河网说

南阳教师张玉滚携妻扎根深山引网友热议

播火深山 种下未来

网聚观点

揭秘郑州二七塔顶
五角星的神秘材质

网事聚焦

河南司机忍痛救下14人
网友：河南人，真中！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何心悦 孙华峰

5月 7日，河南日报刊发长篇人

物通讯《大山深处播火人》，讲述了

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

长张玉滚扎根黑虎庙 17年，奉献山

区教育的感人事迹。文章发表之

后，不仅在南阳教育系统引起强烈

反响，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热

议。网友称张玉滚：像一支红烛，照

亮孩子们前进的道路，改变了大山

深处孩子们的命运。

扫码看五角星的秘密

张玉滚的第四辆摩托车 张玉滚（中）与张磊（右二）做客大河网直播中心。 范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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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原阳县检察院以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
为专项整治工作为契机，健全完善四项机制，着力提升
涉案财物管理规范化水平。一是健全结案处置机制，
确保案结账清。以自侦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案件为重点，对相关涉案财物，全面清查摸底，逐一核
对实物，全部建立工作台账。对统一业务系统应用前
未录入的未结案件集中清查。在案件办结后，由案管
部门督促案件承办人按照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在法定
期限内处置涉案财物，做到“案结款清账明”。二是健
全交接保管机制，夯实工作基础。严格执行扣管分离
制度，规范涉案财物交接程序。专门购置了照相机、计
算机等设备，强化涉案财物保管科技应用。三是健全
日常管理机制，严防安全隐患。提升干警思想认识，增
强落实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的自觉性。结合工作实际，
全面系统排查管理漏洞，全程动态管控。强化外部监
督，加强对涉案财物管理工作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四
是健全审核督促机制，服务执法办案。一是严格节点
审核。严把进案时间点、出案时间点、结案时间点，加
大审核力度。针对涉案财物较多的大案要案，实行专
题审核，确保所有涉案财物及时规范完整交接，推动案
件优质高效办理，做好专题审核。 （夏兴宇 何医红）

今年3月份以来，南阳卧龙区检察院紧紧围绕省院“大学习
大讨论活动”中规范司法行为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进
司法规范化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加强组织学习。该院对省、
市院要求的必学专题和规范司法相关文件、学习资料进行收集
整理，将学习资料汇编挂在院局域网上。采取党组中心组、干警
大会、支部党员会、科务会形式进行集中学习。活动自开展以
来，共进行集中学习16次，编发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简
报3期，筑牢了规范司法、公正司法的思想基础和能力基础。深
挖问题根源。分别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等座谈
会，通过新媒体平台微博、微信发放调查问卷，针对目前检察机
关工作中存在的司法不文明、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和建议，并对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认真归纳梳理，为规范自身司法
行为搜集第一手资料。开展案件质量评查。为配合此次规范司
法行为活动，该院组织业务部门开展1至4月份案件质量评查工
作，对于已经查找出的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
领导、责任部门和整改时限，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促进工作
的原则，努力把各项整改措施落到实处。通过整改，增强群众的
满意度，提升办案执法规范水平。 （胡皓 刘楠）

为使《监察法》落地生根，太康县纪委监委迅速行动，
制订实施方案，成立宣讲小组，整合媒体资源，运用图解、
视频、漫画，小故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写宣传讲
稿、制作PPT，入乡村、进社区，走校园、下机关、到企业，针
对不同受众的需求，开展精细化、分类化、互动化宣讲，运
用群众身边的典型事例，让受众感到宣讲内容可学可用，

以此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通过这次集中宣讲活动，让公
众知道无论从中央还是到地方，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都同
样接受监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同样受到监督，让广
大干部群众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时时绷紧廉洁之弦，
使监察法深入百姓日常生活，凝聚全社会学法用法的思想
共识。”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这样说。（岳艳阳 张苗苗）

为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高思想理论水平，
近日，郑州金水区杜岭街道纪工委联合杜岭司法所，邀请
专职律师开展普法知识讲座，全体干部职工参加。此次讲
座结合两会精神，深入浅出地宣传宪法及监察法相关知
识，从宪法在中国的发展、宪法制定的背景、历次修宪情况
及监察机关的职责、权限、程序和监察范围等四个方面进

行全方位讲解，将法制精神融汇其中。下一步，杜岭街道
纪工委还将《监察法》的宣传纳入平时工作内容，紧抓重要
时间节点，及时策划宣传普法活动。同时集中时间和力
量，持续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监察法，实现对辖区党员干
部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全覆盖，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工作。 （王程欣）

近日，洛阳洛龙区龙门街道办事处纪工委组织班子成
员传达学习《洛阳市纪委关于徐洪森同志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廉洁纪律问题的通报》。会议指出，徐洪森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对其无视规章制度的行为
必将严惩。会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通报的案例中汲
取教训，引以为戒，讲规矩守纪律。班子成员要带头学党

章、学党纪、学法律，带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率
先垂范，以身作则，保守清廉；严明各项纪律，抓早抓小，严
抓严管，加强对责任对象的监督教育与管理。街道办纪工
委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加强警示宣传教育，持续释放正风
肃纪强烈信号，对顶风违纪问题露头就打、严查快处，坚决
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梁素亮 姜永学）

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太康县开展监察法集中宣讲活动

杜岭街道邀请律师开展普法知识讲座

洛阳龙门街道办传达上级典型案例通报精神

原阳县检察提升涉案财物管理规范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