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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2 月 13
日，由河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北京
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致公党河南
省直十一支部委员会等单位承办的
雾峰林家历史特展在郑州升达艺术
馆开幕。

台湾雾峰林家，自 1746 年渡台
始祖林石从福建漳州来台开荒拓
土，历经二百余年，发展成台湾的名
门望族，被海峡两岸史学家公认为
清末民初台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家
族之一。伴随着台湾的历史沉浮，
这个家族历经兴衰起落，始终与国

家、民族同命运、共前进，坚守爱国
爱乡情怀。

此次特展以“弘扬台湾同胞爱国
主义精神，携手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主题，共分为祖国的美丽宝岛
台湾、台湾雾峰林家的崛起、雾峰林
家的家国情怀、携手共创民族伟大复
兴等四个部分，展览通过翔实的史料
和图片，展示了台湾雾峰林家在拓荒
创业、抵御外侮、传承文化、保台卫国
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开幕式现场，还举办了大型人文
纪录片《此岸彼岸》新闻发布会。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12月 13日，
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布了 2018 年度国家中小企
业 公 共 服 务 示 范 平 台 名 单 ，全国
174个平台榜上有名，其中我省 4家
机构入选。

河南入选的 4 家机构分别是洛
阳东大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创业
服务）、河南杨金高科技创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创业服务）、郑州市景安
网 络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信 息 服
务）、孟州市高新技术公共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技术服务）。据悉，示范
平 台 认 定 有 效 期 三 年 ，有 效 期 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工信部将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
专家不定期对示范平台的服务情况
进行测评，对测评不合格的撤销示
范平台称号。

按照工信部要求，示范平台要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组织带动社会
服务资源的能力，主动开展公益性服
务，在解决中小企业共性需求、畅通
信息渠道、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发展
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创新发
展等方面发挥支撑和示范带动作
用。③9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风娇

“李廷槐曾说攒够钱就给闺女看
病，可一晃 14年过去了仍力不从心。
谁也没想到，在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李广晖的帮助下，他瘫痪在床的闺女
居然又站起来了！”12月 12日，在浚县
白寺乡刘裴洼村，村党支部书记姚保
合一见到记者就迫不及待分享这“新
鲜事儿”。

对贫困户李廷槐家的情况，姚保
合再清楚不过了——这对年近70岁的
老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唯
一的女儿李改琴14年前因脑瘤压迫神
经瘫痪在床。

“听说治疗需要几十万元，我想帮

也帮不上忙啊！”边走边聊的工夫，记
者随姚保合来到李廷槐的家。

“李广晖是俺家的大恩人。为了
帮闺女筹钱看病，人家不知跑了多
少趟，就算穿双铁鞋也能把底儿磨
破！”提起李广晖，李廷槐的嫂子王
付英激动不已，她经常看到李广晖
提 着 鸡 蛋 、牛 奶 等 慰 问 品 前 来 探
望，给这家人讲扶贫政策和身边脱
贫 摘 帽 的 例 子 ，一 坐 就 是 一 上 午 。
看到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能这样持续
不断地付出，王付英打心眼里敬佩
和感动。

“我至今忘不了这家人当初绝望
的眼神。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我得给他们希望！”去年5月，李广晖从
浚县人社局医保中心副主任岗位上，

下派至刘裴洼村担任扶贫工作队队
员。第一次到李廷槐家的情形他仍历
历在目——老两口反复叨叨着：“啥法
子也没用了，治不好了，俺妞就这命。”
李改琴窝在脏兮兮的被褥里，床边放
着半碗米汤……

这一切都因李广晖的不懈努力而
出现转机。一开始，李廷槐两口自卑
且心门紧闭，李改琴见人就用被子蒙
着头拒绝沟通。即便如此，李广晖也
并未放弃，他隔三岔五过来走访，为李
改琴添置了轮椅、书籍和手机，还给她
讲述外面的世界，鼓励她要自强不息，
不能放弃对生活的信念。与此同时，
他千方百计组织募捐，和李廷槐的亲
戚们一起筹钱为改琴看病。

李改琴在郑州做完手术出院回村

那天，常年意识紊乱的李廷槐竟突然
不糊涂了。他逢人就递烟，嘴里还不
停念叨着：“俺闺女手术成功了，恢复
得不错！”

“现在好了，改琴能站起来了，李
广晖还帮她找了份月薪 2000 多元的
工作，闺女以后自力更生有希望了！”
李廷槐的弟弟李廷栋激动地告诉记
者，改琴术后恢复情况良好，目前正在
浚县人民医院做康复治疗。

改琴的逐渐康复，让一家人有
了盼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放 弃 了 对 生 活 的 信 念 。”李 广 晖 表
示，作为扶贫工作队队员，自己只是
做了应该做的事。下一步他将继续
努力，竭尽所能帮这家人过上好日
子。③9

陈翰章，1913年生于吉林敦化，
1930年从敦化敖东中学毕业。“我立
志从事教育事业，目的是为了培养优
秀人才，改造国家……假如我的理想
因为被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打破的话，
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一定投
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
生命来赶走敌人！”这是陈翰章在毕
业典礼上发出的铮铮誓言。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国
东北。面对侵略者的铁蹄，陈翰章毅
然投笔从戎。1932 年，他告别年迈
的父母和新婚妻子，参加抗日救国
军。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陈翰章光荣
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名将周
保中的得力助手。

1934年春，陈翰章被派往北平、
天津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同年 6月调
任绥宁反日同盟军工农义务队政治
指导员。1935年 2月任东北反日联
合军第 5 军 2 师参谋长，率部在宁
安、额穆、敦化、蛟河等地打击日
军。1936 年起在东北抗日联军第 2
军 2 师（后改为 5 师）先后任师参谋
长、师长，同年 6月被选为中共南满
省委委员。率部在宁安、镜泊湖地
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曾指挥攻打宁

安、横道河子、破袭北湖头水电工程
等战斗。

“舅舅为人谦和、长相清秀，人们
都认为他是最不可能参加抗战的
人。事实上，他不但加入了抗联部
队，还极为英勇善战。”陈翰章的外甥
鄢成说。

1939 年夏，陈翰章担任东北抗
联第 1路军 3方面军指挥，与魏拯民
指挥所部攻点打援，取得攻占安图大
沙河等胜利。后又成功指挥了寒葱
岭伏击战、智取额穆县城等战斗。他
不畏强敌，敢于同侵略者正面交锋，
被百姓称为“镜泊英雄”。

1940 年 12 月 8 日，由于叛徒出
卖，陈翰章被日军所围。陈翰章拒绝
了敌人的劝降，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年仅 27岁。残暴的敌人剜去他的双
眼，割下他的头颅，送到伪满洲国新
京（今长春）邀功请赏。

1948 年长春解放后，党组织派
人找到了他的遗首，安放在东北烈士
纪念馆，1955 年又安葬于哈尔滨烈
士陵园。2013 年 6月 13日，陈翰章
烈士身首合一，安葬在敦化市陈翰章
烈士陵园。

（据新华社长春12月 13日电）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2 月 13
日，省污染防治攻坚办针对部分省辖
市大气环境形势严峻，主要污染指标
较高，特别是一些地方出现污染反弹，
排名持续落后，污染问题突出，通报了
驻马店、济源、许昌、安阳4市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主要问题。

驻马店市主要存在：环境空气质量
PM10、PM2.5两项主要指标同比不降
反升，其中PM2.5浓度连续9个月同比
不降反升、PM10浓度有 6个月同比不
降反升；所辖县空气质量排名落后；污
染管控存在盲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
不力；环境监测能力建设严重滞后，全

市乡镇空气自动站建设联网率为零，严
重影响全省环境监测工作正常开展。

济源市主要存在：环境空气质量
PM10、PM2.5和优良天数三项主要指
标“两升一降”，优良天数仅完成 175
天，同比减少 39天，全省减少量最多；
二氧化硫污染问题异常突出，今年有9
个月二氧化硫月均浓度全省最高；工
业企业应急减排落实不力；餐饮油烟
治理不到位。

许昌市主要存在：环境空气质量
PM10、PM2.5两项主要指标同比不降
反升，尤其是 PM10 反弹的幅度全省
第一；所辖县（市）空气质量排名落后，

6月至11月，所辖4个县（市）先后进入
全省排名后 20位，9月、10月有 3个县
（市）排名在后 20位；重污染天气应急
管控不到位。

安阳市主要存在：环境空气质量
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排名长期落后并
持续下滑，在全国 169 个地级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排名中，由 7月份倒数第 9
位下滑至 10月份倒数第 1位；秋冬季
大气污染反弹问题十分突出，10月、11
月，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不降反升

46%，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中
浓度最高、反弹幅度最大；部分领域存
在问题依然较多。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指出，上述问
题反映出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政治站位
不高，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抓得不实、措
施不力、成效不好；一些企业环境意识
淡薄，社会责任缺失，主体责任不落实
等问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
待，正视问题，全面整改，坚决维护人
民群众的良好生态环境福祉。③9

□张祖平

河南是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颁
布后，全国第二个新制定志愿服务法
规的省份，加上修订条例的天津市和
浙江省，也是全国第四个按照新时代
志愿服务思想和国务院《志愿服务条
例》精神制定志愿服务法规的省份。
《河南省志愿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的通过，是河南省志愿服务事业
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解决了广大小型志愿服
务团体合法身份认证问题

《条例》贯彻落实《关于支持和发
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精神，规定
省、省辖市、县（市、区）可以依法成立
志愿服务协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的志愿服务团体可以申请成为本区域
内志愿服务协会的单位会员。这样既
解决了广大小型志愿服务团体合法身
份认证问题，又解决了志愿服务团体
的管理问题。

对志愿服务的使用进行
了双向规定

为了回应当前志愿服务使用中存
在的问题，《条例》从志愿服务使用方

和志愿者两个角度对志愿服务的使用
作出了规定。《条例》规定需要志愿服
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通过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发布需求信息，也可以向志
愿服务组织提出申请，志愿服务组织
应当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并及时予
以答复。这就意味着招募活动要纳入
规范化程序。《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以志愿服务名义进行非
法、营利、违背社会公德以及与志愿服
务无关的活动。同时要求志愿者维护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的形象、声誉。
这些规定有助于维护志愿服务行业的
声誉，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

把农村志愿服务工作提
到新高度

《条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
要求，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的思路和河南实际情况，积极鼓励农
村志愿服务发展。《条例》规定乡镇人
民政府是农村基层志愿服务工作的管
理主体，负责组织、推动本区域的志愿
服务工作。《条例》鼓励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等部门组织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志
愿者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和
支持公共服务机构成立志愿服务队，
进社区、进农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在当前农村社会福利短缺的情况下，
志愿服务成为农村社会福利的重要供

给主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支不可
或缺的力量，《条例》对农村志愿服务
的高度重视体现了立法者对农村志愿
服务作用的新认识。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条例》的内容既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又重视弘扬新的志愿服务文
化。《条例》重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
视家庭建设。《条例》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家庭建设的思想融入条例的制定
中，鼓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与未成年人共同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发挥志愿服务在亲子教育、家庭融
洽关系培养、未成年人思想建设方面
的积极作用。

《条例》也重视志愿服务文化的培
育。文化是志愿服务发展的根基，良好
的志愿服务文化有助于激发志愿服务
行为。《条例》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志愿
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的劳动，鼓励社会各
界和广大公民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学
校、家庭和社会应当培养青少年的志愿
服务意识和能力。广播、电视、报刊、网
络等媒体应当积极传播志愿服务文化，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高度重视志愿者的权益保护

《条例》规范了志愿服务活动，维
护了志愿者的权益。《条例》对志愿者
的选择权、人身权、优待权、知情权作

出了明确规定，同时规定志愿服务组
织安排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应
当与志愿者的年龄、知识、技能和身体
状况相适应，并事先征求志愿者的意
见，不得要求志愿者提供超出其能力
的志愿服务。这样有助于规范志愿者
的派遣，不把危险的事情留给志愿者
来做。《条例》对有良好记录的志愿者
在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公共服
务机构优待、信用记录等方面都作出
了鼓励性的规定。

在法律层面为志愿服务
组织筹资开辟了新渠道

资金困难是志愿服务组织普遍面
临的问题。《条例》为此作出了许多创
新性的规定。《条例》明确规定政府购
买服务、志愿服务基金收益、社会捐赠
资助等资金来源渠道，而且规定捐赠
人依法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志愿服
务协会可以参加政府购买服务的投标
活动，给提供服务的会员提供资金支
持，解决志愿服务资金缺乏问题。《条
例》同时规范了志愿服务组织的资金
使用，要求志愿服务经费的管理和使
用，应当接受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构、
有关部门、捐赠者、资助者以及志愿者
的监督，确保公益资金使用的公开透
明，维护志愿服务行业的公信力。③8
（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琴又站起来了

《河南省志愿服务条例》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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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4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主要问题

2018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公布

我省4家机构入选

雾峰林家历史特展在郑举行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陈翰章：投笔从戎杀日寇

12月 12日，群众在武陟县行政服务中心使用“一次办妥”查询系统办理
业务。近年来，该县全面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全力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便捷、规范、高效的政务服务，提升群众的满意度。⑨3 冯小敏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 月 13
日下午，一名患病婴儿急需从郑州转
院北京治疗，河南和河北沿线高速交
警采取警车带道的方式，护送患儿一
路顺利通行，上演了一场感人的生命
接力。

“一名体重只有 800克的早产婴
儿感染罕见病菌，病情危急，医生建
议转院到北京治疗。”当日 13时许，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接到求助后，
迅速启动河南高速交警“应急绿色通
道”，指令沿线的高速交警二支队、八
支队、三支队、九支队、四支队，警车
开道接力护送。同时，省公安厅高速
交警总队通过官方微博连续发布信

息，提醒社会车辆避让。
15 时，急救车从郑大一附院出

发，从郑州圃田站上京港澳高速公路，
一路向北疾驰。时间就是生命。一路
高速交警采取警车带道的方式，护送
患儿乘坐车辆顺利通行，一路民警在
高速公路收费站疏导车辆，让开一条
生命通道。省内新闻媒体全程播报，
提醒沿途车辆注意避让。热心网友接
力转发，通过微信朋友圈互相告知行
车路线，呼吁沿途车辆为急救车让行。

18 时，在沿线高速交警的接力
护航下，急救车顺利通过京港澳高速
公路豫冀省界，河北高速交警将继续
护送急救车前往北京。③8

豫冀两地高速警方联手
展开生命接力

12月 13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郑（州）济（南）铁路黄河桥正在加
紧施工。目前，项目已完成下部结构的大部分工程量，水中墩墩身全部完
成，钢桁梁已累计架设14节间，大桥雄姿初现。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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