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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宁负责的辖区治安环

境差、乱点多、隐患多，是难啃的

骨头，如今这块硬骨头啃下了，他

却累倒了。”10 月 30 日，提到同

事杨小宁，南阳市公安局光武派

出所政委周建莉泣不成声，“都说

岁月静好，其实全靠杨小宁这样

的基层民警负重前行。”

杨小宁生前是南阳市公安局

仲景派出所二大队大队长。今年

国庆节前，杨小宁罹患胸膜间皮

瘤病重住院，住院期间的他一直

用微信、电话指导案件办理，10

月 16 日，年仅 44岁的杨小宁突

然撒手人寰，生前的同事和辖区

群众都不愿意相信这一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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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孝老敬亲见真情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爸，你注意脚底下！”“爸，这儿风景好，咱仨合个影！”10
月 28日，趁着周末，西峡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的董娇和丈夫一
起带着 68岁的父亲来到附近的景点老君洞旅游。一家三口
一路搀扶、有说有笑，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他们并不知道这
和睦幸福的一家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董娇在一岁多时便被养父母抱养。老两口膝下只有这
一个女儿，待她如亲生一般。养父董建华1998年去世后，看
到养母张喜云含辛茹苦一辈子，出出进进一个人形单影只，
董娇就萌发了给养母找一个老伴的念头，经过多方撮合，丁
河镇蒲堂村一直未娶的蔡明亮1999年入赘到董娇家做了她
继父。

2002年，董娇和山里小伙王洪保结婚。婚后，董娇持家
有道、相夫教子，王洪保忠厚体贴，凭借娴熟的驾驶技术和做
生意的经验，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天有不测风云，养母张喜云 2010年去世。继父蔡明亮
心思凝重：无论从哪儿说起，自己都是个“外人”，且一年比一
年老，今后怎么办？他多次想重回老家自己一个人生活，不
愿给这个家庭增添负担。董娇看透了他的心思，说：“爸，咱
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自从您来到我们家后，我妈你俩处
得好，我们一直把您当亲人，这个家就是您的家，我就是您的
亲闺女，别走!”蔡明亮听了这话，老泪纵横，就留了下来。

如今，董娇在村部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身体健康的蔡明
亮在家帮忙管理着猕猴桃园，全家每年的净收入达到十多万
元，成为村里有名的富裕户。家里原来的瓦房如今变成了两
层的楼房，屋内时尚电器和家具一应俱全。

带着继父徜徉于山水间，董娇一家人其乐融融。她说：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真心相待，就会有亲情，我的养
父母待我如亲生，使我尽享人间温情，我和丈夫也会尽到做
儿女的责任，为继父养老送终。”8

“板房大队”里他是一方稳
定的守护神

2015年，在一次体检中，杨小宁被发现
胸腔有积液，住院治疗。

那时他还是仲景派出所四大队负责
人。仲景派出所四大队是一个特殊的存
在，周边高楼林立，而四大队却是全省都罕
见的“板房大队”。但就是在这临时搭建的
活动板房里，杨小宁一次次出色完成任务，
守护了一方平安。

他所在的辖区是南阳市近些年发展最
快的区域，征地拆迁工作繁重，涉及商品房
建设与出售、群众利益纠纷等敏感问题，他
把全部时间都泡在单位，辖区的大小矛盾
纠纷案件他都了如指掌。

“2016年春节前，一名姓朱的包工头携

带 116万元农民工工资潜逃。眼看要过
年了，农民工却拿不到血汗钱，群情激愤，
极端事件随时可能出现。”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辖区企业龙达置业公司总经理赵峰
依然记忆犹新。赵峰立刻打电话报警，杨
小宁带领四大队的民警到达现场后，首先
安抚农民工的情绪，告诉他们：“放心，有
我们在，绝不让大家空着手回家！”随后，
他协调企业先预支 60万元，让农民工安
心过年。

妥善化解这一事态后，杨小宁顾不上
过春节，全力追捕朱某，最终于 2016年 3
月份在郑州将朱某抓获，挽回了企业和农
民工的损失。事后，赵峰满腔感激，想请
四大队干警到公司吃个饭，却被杨小宁婉
拒了。

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工作，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将嫌疑人抓获归案，让真相大白，
让流言消除，对于杨小宁来说是常态，在
案发现场，总能见到他的身影。

同事心里他是大家的“小
宁哥”

在工作中，同事们很少叫他杨队长，
而是亲切的唤一声“小宁哥”。“喊他哥不
但是因为年龄上的原因，更多是一种心理

的依靠。小宁哥基本就泡在办公室，吃在
单位食堂，凡有重大事件和敏感事件必到
场，亲自指挥，让我们有了主心骨。”民警王
顺勇一直庆幸自己跟了一名敢担当的好队
长。

王顺勇还记得，2015年 7月，收到辖区
有吸毒人员的线索，王顺勇带着两名民警
到城中村一民房蹲守，透过昏黄的灯光，王
顺勇发现屋子里有7名吸毒人员，立即给杨
小宁打电话请求支援。杨小宁到达现场，
发现该民房地理位置复杂，且门口拴有一
条大狗。杨小宁试着推了一下防盗门，发
现并没有上锁，立刻带人冲了进去。此时，
吸毒人员王某已是神志不清，看有人闯入，
王某拿出一把一米多长的砍刀冲向民警。
杨小宁下意识地将王顺勇拉在身后，顺手
拔出枪，对准了王某，迫使王某就擒。

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王顺勇心中充满
了感激：“事后想想真是害怕，如果王某真
不顾一切砍上去，小宁哥肯定非残即伤。”

“平时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对谁说话脸上都
挂着笑，但关键时刻他总能迅速控制事
态。”王顺勇说。

10月 19日，在杨小宁的追悼会上，他
生前的同事无不潸然泪下。民警周鑫家庭
经济条件差，孩子患有重病急需医疗费时，
杨小宁及时组织大队民警及其他警务人员

捐款。王顺勇父亲冠心病恶化生命垂危
时，杨小宁急忙联系在郑州做医生的妹妹，
安排老人到郑大一附院治疗。而他自己却
从未因自己的病情向组织张过嘴，直到去
世，公安局的领导才知道这些年他为治病
花费了上百万元，早已将自己的房屋出售，
生前就住在出租屋里。临终前他对妻子说
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也
照顾好你自己，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如今我父亲病情稳定了，你咋就走了
呢？你总是替别人考虑，咋就不爱惜自己
的身体呢？”追悼会上，王顺勇泪流满面。

孩子眼中他是顶天立地的
榜样

“爸爸，每次我提要求你都答应我。这
次你说要等到寒假接我回家，咋就食言了
呢？”杨小宁的儿子在父亲遗像前哀嚎。

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一周见不到人影
是常事，但这丝毫不影响父亲在他心中的
形象，“我知道他全是为了工作”。生活中，
杨小宁是位慈父，儿子的要求他都尽量满
足。9月份，儿子考入天津一所大学，临走
前他对父亲说：“你一定要答应我，等到寒
假接我回家”。这次，杨小宁爽约了。

生前，妻子经常埋怨他：“是不是所有
的警察都跟你一样不放假？”杨小宁总是一
脸愧疚地说：“忙过了这阵子就歇歇！”可一
直到临终前他也不曾耽误过一天的工作。
病情严重时，他利用周末到郑州治疗，还瞒
着同事说：“小毛病，输两瓶液就好了。”妻
子让他到广州确定医疗方案，他却说：“我
这儿走不开，你跟我妹妹带着病历和片子
去就行。”

病情后期，严重的咳嗽引发呕吐不止，
杨小宁就让妻子给他买来止咳糖含着，“起
码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不会咳得那么厉害。”
就连去医院输液，他也让妻子下班后推着
轮椅带他去。病房的病人都说：“你这是为
工作连命都拼上了。”

在父亲的葬礼上，杨小宁的儿子因悲
痛过度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有眼神是坚
定的，他说：“我爸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将来我一定要像他一样正直忠诚……”8

“硬骨头啃下了，他却累倒了”
——追记南阳市公安局仲景派出所民警杨小宁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西峡猕猴桃、唐河红薯、内
乡紫薯、方城黄金梨……这些南阳的特色农产品如今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网红”品牌，它们借助各类电商平台“飞”向全国
各地。11月 1日,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南阳市通过引导电商
企业帮助贫困户开展农产品网上销售，实现农产品上线交易
额超过100亿元。

据悉，自 2017年以来，南阳市积极探索电子商务和脱贫
攻坚的有效融合，各地各部门探索出了新路径、新模式，扎实
推进电商扶贫工作，电子商务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日益凸
显。截至目前，南阳市唐河、镇平、内乡、桐柏、淅川、南召等6
个县已成为国家级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西峡、社旗、方
城、新野等4个县为省级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示范县总数
全省第一，共争取到上级政策资金 1.8亿元。今年南阳市还
启动了市级电商进农村示范乡镇、示范村的创建活动，第一
批评选出了 8个示范乡镇和 8个示范村，形成了良好的示范
带动效应。“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
南阳市各地充分利用当地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借助电子商
务发展的东风，积极打造独具特色的产业，通过网上销售，促
进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8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诸葛躬耕地，诚邀天下才。10月 27日
到28日，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
南阳市启动仪式暨“诸葛英才计划”推介会
在郑州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葛昌纯、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铁岗、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清
杰、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荣毅超等 123
名院士、专家出席。

虽然只有两天时间，南阳收获了累累
硕果：南阳企事业单位引进人才达成初步
意向2606人，成功签约了38个招才引智项
目。其中，博士及副高以上52人，硕士897
人，本科997人。

10月 27日上午，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
早早来到了推介签约现场，只见现场早已人
山人海，南阳推介专区里早已挤满了投递简
历的各类人才，他饶有兴趣地担当起了“推
介员”，他颇为自豪地说，今年2月份，南阳市
出台了“诸葛英才计划”等一系列含金量很
高的政策措施，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
才，吸引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来宛创新创
业，为南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迈入新时代，南阳正紧紧围绕建设
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深入实施

“两轮两翼”战略，重抓重推“九大专项”，着

力构筑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南阳对科
技的需求、对人才的渴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
期都更为迫切。南阳市委、市政府以最大的
热情和诚意，为各类人才来宛创新创业搭建
最宽广的舞台、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创造最
舒心的环境，助大家在这片沃土上大展宏
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来自北京某高校的毕业生小田说：“我
看重的是，南阳的发展环境，这里对重点支
撑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看一眼，重点高
校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到这类企业上班，

都发放不同标准的生活补贴，而且还提供
创新创业平台，给予创业资金支持。”

一位姓王的海归专家更看重南阳的人
才配套服务，他说南阳创新建立“诸葛英才
卡”制度，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发放“诸葛
英才卡”，凭卡可直接办理户口准入、社保
结转、人事关系调入、住房公积金、驾驶证
换发等，这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也成为个
人优先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随后的项目签约仪式上，张铁岗院
士与南阳星港涂料有限公司签订院士工作
站建站协议；张清杰院士与西峡汽车配件
产业签订技术合作、人才引进协议。经过
张清杰牵线搭桥，西峡县进排气管有限公
司与武汉理工大学签订技术合作项目；海
归专家盛世藩签订年产10万套新型三元催
化器和飞机模拟系统培训两个项目……当
天上午,南阳一鼓作气就签订了38个项目，
还有一些含金量十足的项目还在进一步洽
谈中。

张清杰院士在签约大会上说，通过大
力实施“诸葛英才计划”，必将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才向南阳集聚，同时也加强了地方、
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合
作，为南阳高质量建设重要区域中心城市
提供更加强劲、更加持久的智力支撑。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10月 30日，南阳市发布
诚信“红黑榜”，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税务局、市畜牧局、
市烟草专卖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一
批诚信建设南阳“红黑榜”名单。

此次由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市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召开发布的“红黑榜”，旨在
构建诚信建设制度化、长效化机制，积极营造南阳市诚实守
信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风
尚。对本次发布会发布的各领域红黑名单，各部门将加大联
合奖惩力度，对守信者给予政策优惠，对失信者给予联合惩
戒，切实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作用。

作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点，近年来，
南阳市致力于以诚立市，为守信者增信，对失信者严惩。对
失信个人及企业，发布诚信“红黑榜”实施多部门联合惩戒是
其重要措施之一。目前已在食品药品、税务、住建、法院等多
个领域共计发布诚信红榜290个主体，失信黑榜759个主体，
联合惩戒效果日益显现。8

南阳

发布诚信“红黑榜”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廖涛）“回到家
乡，照样可以一展军人风采。”10月 30日，南召县三益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振说。原来，他 2014年退伍回到
家乡南召县云阳镇狮子坟村，选择自主创业，2016 年投资
320万元注册成立南召县三益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如今
已建成 100余亩、36栋有机蔬菜大棚，一栋现代化果蔬分拣
包装加工车间和一座50吨的农产品保鲜冷库，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34户、81人脱贫致富。

南召县通过加大贴息贷款、技术培训力度，从就业指导、
资金扶持、创业培训、证照办理等方面提供个性化、系列化帮
扶，扶持退伍军人自主创业。并引导其通过吸纳贫困户就
业、到户增收项目资金入股、合作社入股分红等形式与贫困
户建立联结机制，以创业带动贫困群众致富。县里在“两委”
换届中把有能力、懂技术、会管理的退伍军人吸纳村两委班
子，让他们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中大显身手。目前，全县
1000余名退伍军人创办各类经济实体、企业 800余个，安置
群众就业务工 2000多人，有 101名退伍军人进入村两委班
子任职，28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8

南召

退伍军人成脱贫攻坚排头兵

南阳

农产品电商交易额破百亿

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上,南阳达成人才意向2606人，签约项目38个

海纳百川广聚英才

杨小宁(左一)生前在辖区开展治安防范和法治宣传

今年 2 月 7 日，南阳市发布“诸

葛英才计划”主要围绕南阳主导

产业，按照“人才+产业+创新”模

式，加速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

机衔接与良性互动，旨在把南阳市

打造成为人才集聚、创新活跃、产

业繁荣、服务完善的区域性人才高

地。

重点实施产业领军人才支持、

科技创新人才倍增、现代金融人才

集聚、优秀青年人才储备、南阳在

外人才回归、柔性引进人才汇智六

大引才行动；进行高端人才支撑、

“宛商”素质提升、“南阳工匠”培

育、社会事业人才荟萃四大工程。

并出台了 16 个配套实施细则，对

44 项重点内容逐一细化分解，确定

时间表和线路图。支持企业采取

项目合作、技术咨询、挂职兼职、周

末工程师等方式柔性引智，打破中

小城市引才难度大的困局。8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王龙 左文峰

相关新闻链接

南阳对重点支撑企业和高新技
术企业高看一眼，重点高校硕
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到这类企业
上班，都发放不同标准的生活
补贴，而且还提供创新创业平
台，给予创业资金支持。

2606
人

两天时间，南阳
企事业单位引进
人才达成初步意
向 2606 人 ，成
功签约了 38 个
招才引智项目。
其中，博士及副
高以上 52人，硕
士 897 人，本科
997人

▲南阳市相关工作人员为应聘
者进行政策解释

▲

在南阳市推介专区，前来咨询
的各类人才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