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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刚刚过去的
这个周末，可以说是河南徽商女足自
联赛开赛以来过得最愉快的一个周
末：在 5月 26日举行的女超联赛第 5
轮的较量中，客场作战的河南徽商女
足以 2∶1险胜河北华夏幸福，取得了
今年联赛的首场胜利。巧合的是，当
天也是主教练兼队员娄佳惠的生日，
这场胜利也无疑是队员们给她献上的
最好生日礼物。

面对四场连败，目前积分垫底的
河北华夏女足，河南徽商女足也是尽
遣主力登场，这场有可能决定保级形
势的“6分”大战，让人丝毫不敢有任何
大意之处。作为一对老对手，双方也
是互相知根知底，要知道，如今徽商女
足的总教练李志浩，在上个赛季也正
是河北队的主帅。

比赛刚一开始，主场作战的河北
华夏女足险些偷袭得手，好在守门员

杨艳注意力集中，单掌将球托出了横
梁。随后徽商女足逐渐控制了比赛，
在接连错过了两次得分机会后，第 40
分钟，王婷婷禁区内的抽射造成河北
队员禁区内手球，主裁判果断判罚了
点球，王婷婷亲自操刀命中，河南队以
1∶0取得领先。

易边再战，徽商女足继续加强进
攻，第 50分钟，王婷婷长传，主教练兼
队员娄佳惠单刀突入禁区被对方门将
扑倒，裁判再次判罚了点球，又是王婷
婷点球一蹴而就，帮助河南队以 2∶0
领先。第 83分钟，河北队黄斯祺禁区
内抽射得手扳回一球，但最终依然没
有挽回败局。

2∶1客场取得联赛首胜，让河南徽
商女足的联赛排名也上升到了第 5
位。赛后，心情大好的队员们，也与主
教练娄佳惠分享了俱乐部早已准备好
的生日蛋糕。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作为酷炫刺激
的一项运动，轮滑是近二十年来全球青
少年最为追捧的一项运动。5月 28日，
在河南国际轮滑运动中心落幕的“宝狮
莱”杯第四届河南省轮滑公开赛，就吸引
了省内的 87 家轮滑俱乐部、近 600 名
运动员报名参加，参赛人数之众，也体
现了该项赛事在我省雄厚的群众基础。

本届比赛是由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主办，河南省轮滑协会，惠济区教育
体育局，郑州恒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
州仙客来坊度假园区，河南省疯狂轮滑
俱乐部承办，厦门宝狮莱运动用品有限
公司协办。据赛事主办方表示，轮滑运
动以其独有的魅力受到我省广大青少年
儿童的喜爱，它不仅使孩子的身体得到
锻炼，提高了平衡协调性和快速反应能

力，更能培养起孩子豁达开朗而又坚韧
的性格。促进孩子们心智上的提高。通
过举办本次赛事，主办方希望能为我省
轮滑小选手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竞技平
台，进一步普及轮滑运动，推广轮滑文化
在我省的进一步普及。

本次赛事面向全省，将参赛的87家
俱乐部分为成青组和少儿组甲、乙、丙、丁
以及幼儿组甲、乙 7个级别。成青组设
500米、1000米计时赛，少儿组甲、乙、
丙、丁设 500米和 1000米计时赛，幼儿
组甲、乙设 100米和 200米计时赛。赛
事采用国际标准速度轮滑赛道，高标准
的电子计时系统，并邀请了中国轮滑协
会3名资深裁判长执裁，保证赛事的高标
准和高质量。通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
最终共产生41项男女个人冠军。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为了促进城际
间校园足球的交流，增进特色学校之间的
友谊，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首届洛阳
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全国邀请赛于 2018
年 5月 26日至 6月 1日在素有“千年帝
都、牡丹花城”的九朝古都洛阳举行。

本次比赛由洛阳市教育局主办，洛
阳市校园足球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办，洛
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洛阳市第二外国语
学校和世君体育协办。参赛队伍包括小
学男子组、初中男子组队伍各5支，高中
男子组 6支，共计 350余名运动员和教
练员。除洛阳本土队伍外，还有来自上
海、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全
国各地的绿茵小将前来切磋球技。与此
同时，本次比赛的裁判员队伍也堪称豪
华，4名国家级足球裁判员和11名国家
一级足球裁判员出面执法，为比赛圆满
顺利举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近年来，洛阳市按照教育部和省教
育厅的部署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积极实施素质教育，用改革的思路
谋划学校体育事业发展，以各类青少年
足球竞赛为重要抓手，以推动普及和提
高水平为主要内容，注重立足校园、普

及学生，校园足球活动得到长足发展，
现有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158所、全国校
园足球试点县区 2个，基本形成了教育
统筹、社会参与、动力更足、活力更强的
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体系。

“校园足球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友
谊的纽带、合作的桥梁。洛阳市首次
举办校园足球全国邀请赛，是对洛阳
市校园足球竞技水平的一次检阅，也
是社会各界对洛阳教育发展的鞭策和
激励。”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尤永政表
示，本次赛事的举办旨在以校园足球为
载体，为各参赛队伍提供一个展示校园
足球成果的平台，让大家相互学习、共
同提高。⑥9

黄河畔上演青春竞速

河南省轮滑公开赛落幕

千年帝都比拼青葱球技

洛阳迎来全国校园足球邀请赛

客场夺联赛首胜

河南女足用胜利为主帅庆生

本报讯（记者 李悦）5月 28日，记者从省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了解到，为表彰当代少林武术重要代表人
物释德扬法师在中匈两国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特殊贡
献，近日，匈牙利外交部向其颁发了“中国—匈牙利人
民友谊贡献奖”。

释德扬法师是少林寺第三十代住持素喜禅师衣钵
传人、少林寺第三十一代武功传人。释德扬自幼出家嵩
山少林寺，研修佛法，练就了一身少林武功，养生功，各
式拳法、棍术、少林剑法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湛，更是将
少林绝学《风摆柳》《八段锦》《易筋经》等演练得出神入
化。自1993年开始，释德扬法师走出国门传播少林功
夫，足迹踏遍世界五大洲，培养了许多国际籍少林弟子。

在颁奖仪式上，匈牙利对外经济和外交部部长西
亚尔托亲自向释德扬法师颁发了“中国-匈牙利人民
友谊贡献奖”。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大使馆大使
段洁龙、匈牙利国会议员欧拉·洛约什、匈牙利文化官
员以及匈牙利外交部官员和中国驻匈牙利的文化机构
负责人以及华侨社团领袖及各界精英代表参加了颁奖
典礼。⑥9 （图片由《少林与太极》供图）

弘扬少林武术文化 搭建中外友谊桥梁

胜利是最好的生日礼物。⑥9 徽商女足俱乐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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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本报通讯员 毛玺玺

山峦起伏，碧水清澈，远山含黛，
近水含烟。

5月 26日，一场雨后，宝丰县观音
堂林站石板河村景色更美了：一排排
新建的易地搬迁安居房整齐划一，一
条条新修的水泥路宽阔平坦，一群群
蜜蜂飞在青翠欲滴的荆条树丛中，好
似一幅清浅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这个曾经偏僻、闭塞、落后的贫困
村，自从来了位县城的“亲人”后，正在
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一天天地发生着
喜人的变化。

这位“亲人”，就是宝丰县政府办
公室派驻石板河村第一书记、县人防
办副主任白大良。

“能够到贫困村帮助乡亲脱
贫致富，是我的光荣”

“观音堂林站地处宝丰西部山区，
18 个行政村里 14 个都是贫困村，其
中，石板河村是 6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脱贫攻坚任务很重。”5月 27日，说起
这里的情况，白大良如数家珍。

2016 年 10 月，宝丰县政府办公
室分包的石板河村缺少一名驻村工作
队长，选谁去？组织心里很有数：“白
大良踏实肯干，又富有农村工作经验，
他能行！”

确实，在前往石板河村之前，白大
良已经在农村工作了 18年，回城还不
到3年。然而，面对组织上的决定，41
岁的白大良没有推脱。“我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对农村有很深的感情，能够
到贫困村帮助乡亲脱贫致富，是组织
上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光荣。”白大
良说。

刚到石板河村时，村里的情景让
白大良吃惊：这里唯一通往山外的道
路，大坑连着小坑，几乎不能通行。许
多村民住的房子年久失修，随时可能
倒塌。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村
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300 多户
村民，109户都是贫困户……

“党员干部就是要敢于啃硬骨
头。一个字，干！”白大良一边给自己
打气，一边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分出
轻重缓急，步步为营地开展工作。

村上的老路只有三米宽，修起来
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考虑到以后发
展乡村旅游的需要，白大良申请把路
加宽到六米。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征
地、拆迁、伐树、挪电线杆等许多“麻
烦”事，他白天往返于各个部门之间，

晚上和村干部做群众工作，经常忙到
后半夜。

7 个月后，一条宽敞平坦的水泥
路顺利通车。村上的男女老少喜笑颜
开，纷纷对白大良竖起了大拇指。“上
头派来的人是来干实事的，和群众一
心，不玩花架子！”

得到群众的认可不容易，白大良
更感到了身上的责任之重。村上道路
修好后，他又着手贫困群众易地搬迁
事宜。

“易地搬迁不比修路，涉及到群众
切身利益，最好别碰这事儿，不然你就
等着作难吧。”有“好心人”给白大良提
醒。

“组织派我来，是要我带着石板河
村脱贫致富，遇上矛盾绕着走，啥事也
干不成！”白大良坚定地说。

果不其然，就在施工队进场后，
因为集体承包地补偿款分配问题，
多名村民聚集工地，阻挠施工。施
工方和村民对峙，随时可能发生流
血冲突。得知消息的白大良冲进现
场，站在两方中间，大声喊：“我是石
板河村第一书记白大良，大家不要
冲动，有问题冲我来，我为你们解
决！”

暂时平息矛盾之后，他认真听取
村民诉求，并积极协调施工方和相关
部门，又重新对征地补偿款进行了分
配，最终化解了矛盾，使工程得以顺利
竣工。

2017年 12月，石板河村易地搬迁
安置房正式竣工，69户村民在新年来
临之前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年过古稀
的郭金英老人搬进新房子后，拉着白
大良的手，激动地说：“孩子，要不是
你，恐怕俺这辈子也住不上这么好的
房子啊！”

修路、易地搬迁，接连两个大工程
下来，白大良瘦掉了好几斤，皮肤更加
黝黑了。观音堂林站站长马国留心疼
地说：“看看，我们的白大良变成了

‘黑’大良，不过‘黑’大良已经成了我
们的‘扛大梁’！”

“只要群众能不再过苦日
子，我受再多的罪也值得！”

脱贫攻坚是驻村工作的重要任
务，如何找到一条适合石板河村脱贫
致富的产业路子？从入村那天开始，
白大良就不断地思索这个问题，尤其
是调整到驻村第一书记工作岗位上之
后，更是为这个事绞尽脑汁。

“养蜂！”2017 年中秋节，给母亲
买的蜂蜜让他来了“灵感”：石板河村
空气清新，环境干净，适合蜜蜂生长繁
衍，而且这里有漫山遍野的野生荆条，
荆花蜜又是我国大宗蜜源中最稳收的
蜜品之一。

说干就干，他自掏腰包组织村干
部群众到石龙区、南阳考察学习，统一
思想。三个月后，第一批蜜蜂运回来
分到了村民手里。

“为了养蜂项目，‘老白’可没少
‘遭罪’。”观音堂林站副站长张晓袆回
忆说，有一次，白大良在给蜂后去除节
育套时，不知怎么惹怒了蜜蜂，这群小
家伙扑上来就叮，把他脸上、手上、脖
子上叮出了几十个大包，半个多月伤
口都没有好。

“别说蜜蜂叮几下，只要群众能不
再过苦日子，我受再多的罪也值得！”
白大良笑着说。

年底时，储备的蜂粮不够用了，考
虑到节省成本，白大良决定自己动手
做。做蜂粮有一道繁琐的工序是给黄
豆去皮。当时已是大年三十了，他把
黄豆买回家，母亲、妻子和女儿，全家
齐上阵，除夕晚上忙了一晚上，大年初
一全家人又忙到下午 4点钟，累得白
大良腰都直不起来了。

在白大良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
石板河村的养蜂项目进展顺利，现
在，养蜂户已经有 30 多户，规模 200
多箱，渐成产业化。“过几天荆条花
大面积盛开，蜜蜂就能产蜜了，群众
脱 贫 有 指 望 了 。 加 上 其 他 增 收 项
目，今年，我们村将有 104 户村民能

够顺利脱贫！”石板河村党支部书记
王周现说。

现在，为了使石板河村在脱贫道
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他又计划依托田
园综合体建设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更
多群众走上致富路。“群众不富，我心
不安。”白大良说。

“和群众熟悉了，亲近了，啥
工作都好做了”

“自打‘老白’来到俺石板河村，群
众的大事小情，他没有不挂在心上
的。”石板河村委会主任常敏子说。

白大良有一辆旧捷达轿车，村民
都亲切地称它为“爱心直通车”。原
来，石板河村不通客车，自打来到村里
后，白大良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回
县城或者回村上，只要看见有人在路
边等车，就主动打招呼载他们一程。

“乡亲们方便了，我也正好借这个机会
和他们多说说话，和群众熟悉了，亲近
了，啥工作都好做了！”

入村不到两年，除了“老白”这个
群众惯用的称呼外，白大良还收获了
一堆“雅号”——

他是村民的“打工仔”。为了指导
村民养蜂，白大良几乎天天要往蜂农
家里跑。怎么饲养，怎么防病，他用自
己掌握的技术手把手教村民。一位叫
郜天长的五保户身体不好，白大良干
脆把老人的蜂箱搬到村委会，替老人
照顾蜜蜂。

他是村民的“活银行”。村民郜红
现想养鸡，资金不够，白大良从自己微
薄的工资里挤出一万元钱帮他，叮嘱
他啥时候赚钱了啥时候再还。

他是村民的“救火员”。去年冬天
的一天，村上一座山头突然起火。得
知消息，白大良扛起铁锹就上了山。
他不顾危险，冲在一线，和群众一起最
终把火扑灭。事后，村民们才发现，白
大良的头发都被烧焦了一大块。

“老白”心系村民，村民心里也装
着这位上头派来的“贴心人”。

今年春节前，下了一场大雪，由于
担心还没有易地搬迁村民的安全，白
大良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走访住在危房
里的村民。山里的气温零下十几度，
回到住处后，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硬
邦邦的冰块。劳累加上受寒，他患了
重感冒。然而，第二天一大早，村民常
欣辉起床后，就看见白大良已经在雪
窝里扫出了一条100多米的路。常欣
辉赶紧拿出铁锹，招呼村民们一起来
扫雪，还赶紧交代妻子烙了葱油饼，喊
白大良到家里吃早饭。

贫困户常现家里种了几棵杏，前
几天，杏刚刚泛黄，常现担心淘气孩子
摘跑了，就迫不及待地摘了一袋让白
大良尝。“我吃了一颗，还酸得要命，但
心里却是甜的！”白大良高兴地说。

白大良扎根石板河村，不仅得到
了群众认可，也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

今年 5月 15日上午 9时许，一辆
黑色的小轿车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石板
河村。车上下来两个人，径直向村委
会走去。原来，这是平顶山市委书记
周斌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随机暗访，
石板河村是他当天到达的第一站。

在查看村上的发展情况，查阅了
扶贫档卡后，周斌又仔细地询问了贫
困户的增收情况。看到白大良胸有成
竹，对答如流，周斌不由得竖起了大拇
指：“这个第一书记，好样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
到动情处”

自从驻村以来，白大良就一直严
格按照组织上要求，吃住在村，很少有
时间照顾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常
常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亲人。

白大良的妻子刘晓亚在宝丰第一
小学当老师，常年教毕业班语文课，还
担任班主任。繁重的工作使她积劳成
疾，去年 8月份，她住进了医院，需要
马上手术。

然而，当时正是石板河村迎接脱
贫攻坚检查的紧张阶段，为了不让丈

夫分心，刘晓亚说服医生，自己在手术
告知书上签了字。原本以为并不复杂
的手术，竟然做了一个多小时。等她
从疼痛中醒来，下意识地喊了声“大
良”时，这才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
上。

为了不让丈夫担心，等到星期天
白大良回来，刘晓亚已经提前出了
院。得知情况后，不善于表达感情的
白大良紧紧抱着妻子，泪水滚滚而落，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白大良的母亲今年 70 多岁了，
患有冠心病，血压最高时达到 170
多。今年 5月份，母亲独自去一家诊
所输液时，意外发生了药物过敏反
应。当时，老人脸色青紫，呼吸急
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幸亏抢救
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在医院里，
望着母亲苍白的脸，白大良潸然泪
下。“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
心处。如果母亲有了闪失，我一辈
子也原谅不了自己。”

白大良去石板河村工作后，接送
女儿上学的任务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
上。前年冬天的一天，下了大雪，母女
俩早上五点多就从家里出发，往几公
里外的学校赶。由于天黑路滑，女儿
一不小心摔在了雪地里，妻子见状，赶
紧上前搀扶，自己也脚下一滑，摔倒在
地，腰疼得站不起来。

漫天的风雪中，母女二人搂在一
起，抱头痛哭。女儿哭着说：“妈妈，爸
爸在哪儿呢？他是不是不管咱们了！”

白大良在哪儿？也许，他在去往
贫困户家里的路上，他在和贫困户促
膝长谈的火堆旁，他在辗转反侧思考
脱贫路径中……

这样的白大良，组织是看得见
的。宝丰县委副书记、县长许红兵
说：“组织上曾提出，让驻村第一书记
当好‘八大员’：惠农政策宣传员、脱
贫奔康规划员、农村发展指导员、项
目资金协调员、群众主体组织员、特
困群众帮扶员、社情民意信息员、项
目实施监管员。从白大良同志的工
作表现和群众认可程度上看，他没有
辜负组织的信任和要求！他就是‘八
大员’的典范！”

面对组织上的肯定，白大良没有
骄傲。因为他知道，脱贫攻坚越是到
最后，任务就越艰巨，决不能掉以轻
心。

据说，石板河村因为村边一条架
着青石板的河流而得名。白大良说，
如果贫穷与富裕之间隔着一条河，我
愿意做这块架在河流上的青石板，让
村民沿着它，稳稳地走向幸福彼岸，抬
头即见是月明。

如果/你与幸福之间/隔着天堑/遥不可攀/那么/我愿做一块青石板/受风吹日晒/历雷鸣电闪/都静

默不言/只要，我深爱的人们/能沿着我的身体/从这端/走向彼岸/

——题记

“我愿做一块青石板”
——记宝丰县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驻村第一书记白大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