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袤的豫东平原上，有一片深深的绿色铺展在
豫、鲁、皖、苏四省的辐辏之地。

这是一段蜿蜒的绿色长城，6.9万亩平原林海如
“定海神针”般抵御着风沙入侵，保卫着豫东平原的
河清海晏；

这是一群平凡的林场工人，68年来，三代人战天
斗地，在“风吹黄土遮天蔽日，盐碱遍地寸草不生”的
沙荒上，种下了生命的希望；

这是一种不屈的绿色精神，充盈着艰苦奋斗、甘
于奉献、忠于使命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绿化祖国”
的誓言。

这是一场绿色的接力，更是一次艰苦的远征。
从一亩苗到万丛林，从一群人到一种魂，从一抹绿到
一条路，绿色奇迹在这里诞生，绿色希望在这里升
腾，绿色发展在这里圆梦。“林映水中鱼游树，云落水
底鸟穿波”，这就是河南的“塞罕坝”！

《河南有个“塞罕坝”》

商丘市民权林场申甘林带，是“亚洲十大
平原人工防护林”之一，也是商丘乃至河南生
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代表和生动样本。

从 1950年拉开造林治荒序幕，三代民权
林场人用 68年的时间，忍受寂寞、以苦为乐，
无私地把青春和热血默默奉献给这项伟大的
事业，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弘扬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
坝精神。

今年 1月 9日，本报推出长篇通讯《河南
有个“塞罕坝”》，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
等中央媒体陆续跟进报道，引发全社会热烈
关注。③4

（本报记者 刘洋 整理）

乔松涛是河南长葛人，大学期间开始创
业，先后做过 30多个网站。

UU跑腿项目不是他拍脑袋想出来的，而
是根据数据分析算出来的。乔松涛瞄准互联
网时代日益增多的“宅男宅女”，开始筹建

“UU跑腿”平台，专门给网友提供排队、盖章、
送文件等有偿服务。

“59分钟送达，懒人神器，足不出户满足您
的一切需求”。“UU跑腿”自 2015年上线以来，
短短 3年多时间，业务覆盖全国 137个城市，服
务全国 2000多万用户，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
大的共享跑腿平台。

本报于 7月 8日刊发通讯《乔松涛：梦想在
前方“跑腿”在路上》，引发省内外媒体关注河
南“跑腿新经济”。③4

（本报记者 栾姗 整理）

《乔松涛：梦想在前方
“跑腿”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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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老扁担，便接下了山区教育人的传承；走进十八弯，便开始了 17 年
的坚守。

这里不可谓不苦。他将 500 多名大山孩子的“求学梦”，“钉”在自己肩
上，用扁担把教材和学习用品一担担、一步步挑进大山。他用微薄的收入资
助了 300 多个孩子，不让一个学生因家穷而辍学。“不耽误一节课，千方百计
上好每一节课”是他给自己定下的铁律。

这里也不无甜蜜。手执教鞭能上课，拿起勺子能做饭，握起剪刀能裁缝，打
开药箱能治病……这位全能教师用 17年如一日的坚守，照亮了山区孩子的求学
之路，照亮了每一个山里娃的心灵之路，也让自己体味了为人师表的伟大，让
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

他如同伏牛山上的连翘，平凡又坚韧。
他堪称中原教育的楷模，朴实又厚重。

死神呼啸而来的瞬间，她以身挡车，为孩子们筑起铁壁铜
墙，49岁的生命定格在这个盛夏。

她是孜孜不倦的好老师，学生笔下好看的汉字、留守孩子身
上的棉衣、课堂上下温柔的提醒、手术后系在脖颈遮盖伤处的纱
巾……倾注了她对山乡教育多少感情！她把无尽的爱织进 29
年绵长的时光里，山娃们一句发自内心的“妈妈”，是对她最好的
褒奖。

她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自己咽下过生活的苦，总想为别人
带来更多的甜。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每一个身处困境的
人，她都毫不犹豫援之以手。每一个路过她身旁的人，都能感受
到这颗善良的心传播的巨大能量，散发的人性之光。

她是大别山上壮丽的映山红，一朵英雄的花，深深地
眷恋着这片红色的土地，摇曳芬芳，灿若云霞。

写在前面的话

时代的大潮席卷中原大地，每一滴水珠都蕴含着奔腾的力量，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争做出彩河南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发出的号召，激励着全省

上下牢记嘱托，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不懈努力。

包容宽厚、大气淳朴，艰苦奋斗、负重前行，敢闯新路、奋勇争先，无数河南人秉承中原儿女特有的精神气质，立足自己的岗位，用

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用实干圆梦伟大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先进典型，经河南日报报道后，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广泛影响。

经本报编辑部认真评选，我们从今年报道过的先进典型中推举出“2018年十大出彩河南人”，和广大读者一起回味他们带来的温

暖与感动，激发奋进新时代的更大力量，让心系老家河南、争先进位出彩成为我们每个人最光荣的使命、最有成就感的事业。③4

十大十大 河南人河南人

99 岁高龄，耄耋之年，他仍奔波在临床一线，为病人尽心尽
力；

从医 73载，功成名就，他仍坚守平凡岗位，甘于宁静淡泊。
作为医者，他开创了我国眼科研究领域的多个第一，眼内异

物取出与摘除、白内障治疗术等，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送去光
明；他怀着仁心仁术，一切为病人着想，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作为师者，桃李芬芳，育人无数。他治学严谨，活到老学到
老，令人高山仰止。

如春蚕，生命不息，吐丝不已；如蜡烛，燃烧自己，奉献光明。
这是他的座右铭，更是他用一生默默奉献践行的坚定信念。

一个退伍老兵，一身英雄虎胆，患癌十年不向病魔低头；一位共
产党员，一颗初心不改，扎根山乡只为父老乡亲。

40多年前，在部队，他是人人称赞的子弟兵。为保护战友，他从
3米高的脚手架上重重摔下；为抢救物资，他在着了火的营房里几进
几出。6年从军生涯，他多次光荣负伤，也数度荣获嘉奖。百万裁军
一声令下，他舍弃一身荣光，平静收拾行囊，把荣誉和过往深埋心里，
重新成为一名农民。

30 多年来，在家乡，他是任劳任怨的老支书。为着一句当初的
承诺，他带着大家开荒山、引漂流，种花椒、栽柿树，在穷山沟里蹚出
一条致富大路。为着共产党员的使命，他咬紧牙关抵御病魔，把工作
当“止疼片”，视辛劳为“安眠药”，在群众心中树起一座永恒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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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他一头扎进了花生的世界。从此，科研的
种子播撒在他的心间，化为大地沉甸甸的果实。

做大做强花生产业，是他永无止境的追求。他抢
占我国花生育种理论及前沿技术研究领域的制高
点，推动我国花生远缘杂交育种跻身世界领先行
列。

攻克农业生产难题，是他从不懈怠的追求。
他率领团队解决了一个个花生生产中的瓶颈问题
和突出矛盾，使我省花生种植面积迅速跃至全国
第一。

帮助农民兄弟致富，是他心中的情结。他不
遗余力地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将新品种、新技术，
转化为农民群众学得会、用得好的致富技能。

不图虚名、默默奉献，只求有益于社会，他
是农业科研战线上一株朴实无华的落花生。

当您有发送急件需求时，UU跑腿平台系统会自动计算出离您最近
的跑腿人。

当您有订单信息推送给 UU 跑腿时，全国超过 100万名的“跑男”会
第一时间上门取货，把货物送达目的地。

2015 年 5 月 3 日，UU 跑腿在郑州市文化路与俭学街交叉口的包子
店里接下第一单；2016年 1月，UU 跑腿走出河南在西安成功复制；2017
年 1月，UU跑腿完成 9600万元的 A轮融资；2018年，UU跑腿完成 2亿元
的 B轮融资。

这家河南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被国内互联网同行一致看
好，认为是河南最有希望成为市值超过 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

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离不开“UU跑腿”的创始人。
他说要在互联网经济的大潮中腾“云”驾“数”，做一只跑向全国的

“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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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芝麻官”的他却甘担重如山的责任，把 21 载金
色年华留在乡村，与百姓一起，耕耘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

基层多辛劳。作为处于各项任务最前沿和各种矛盾交
汇处的乡镇党委书记，他用摞起来有一尺多高的“民情日记”

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长年风里来雨里去，落下一身病，他却多
次在关键时刻放弃提拔、回城的机会。

基层也甘甜。全镇 33 个村党支部书记 100%优秀、党员 100%
合格；全镇公共财政收入连续三年大幅增长，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1.73万元。这些“获得感”，只因他笃信“把职位当官位，越当越累；把职
务当平台，越干越有劲”。

他如同太行山苍翠的崖柏，深深植根于绝壁岩缝，默默吐绿在万丈悬崖。
他像是一个倔强的“工匠”，用心经营一方天地，雕琢出百姓的幸福生活。

《春“花”秋实报三农》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花生育种专家、省
农科院院长张新友，从事花生育种工作 34年，
率领研究团队相继育成“豫花”“远杂”系列早
熟、高产、高油、抗病花生新品种 40余个，累计
推广种植面积近 1.3亿亩，增产花生 230万吨，
增加社会经济效益约 120亿元，为推动黄淮海
地区乃至全国的花生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新友荣获 3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
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和 2018年度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本报于 12 月 8 日刊发通讯《春“花”秋实
报三农》，报道张新友在农业科研战线上长年
拼搏的感人事迹，引发省内外媒体的广泛关
注。③5 （本报记者 尹江勇 整理）

张效房，我国著名眼科专家，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我国眼内异
物研究奠基人，眼外伤专业学术带头人，99岁
高龄仍坚持坐诊。自 1945年从国立河南大学
医学院毕业后，张效房已在眼科医学研究的道
路上走过了 73 年。在教书育人方面，桃李满
天下，为我国眼科学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并
捐款 100 多万元，成立“张效房医学学术基
金”，资助全省眼科学术研究。多年来，张效房
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工作者、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十大科技功臣
荣誉称号以及美国眼科中心颁发的突出成就
奖、中美眼科学会颁发的“金苹果奖”等，为我
国眼科医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报于 11月 23日一版头题刊发通讯《先
生今年九十九》，报道了张效房的感人事迹，
引发热烈反响。③5（本报记者 曹萍 整理）

《先生今年九十九》

《平凡岗位 光彩人生》

李庆军，生前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立案二庭副庭长。他从事法官工作 25年，
始终坚守法律和良知，潜心钻研审判业务，
用心办好每一个案件。在患尿毒症后，他
怕耽误工作隐瞒了病情，每天自己做四五
次透析，依然照常上班；为节约时间，他不辞
辛苦，深夜坐火车去北京的医院检查。直到
换肾手术当天，他躺在病床上还牵挂着工
作。多年来，他的办案量在全庭名列前茅，
没有一例群众投诉。2018 年 9 月 28 日，李
庆军因病离世，年仅 54岁。

本报于 10月 31日和 12月 17日分别刊
发长篇通讯《平凡岗位 光彩人生》《新时代
的好法官李庆军》，引起强烈反响。③5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周青莎 整理）

《扎根太行一崖柏》

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赵化录，扎根乡
镇 21年，一个人带动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又造
福了一方人。他是一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基层干部，多年来他谋求发展的
劲头从未停止过，服务群众的初衷从未改变
过，筑牢根基的使命从未懈怠过，他带领冀屯
镇 1800 多名党员干部，逢旗必夺、逢冠必争，
把冀屯镇从一个传统农业乡镇，变成了全国
重点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河南省百强乡
镇、河南省五好乡镇党委，成为我省以党的建
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典范。

本报 11月 19日刊发通讯《扎根太行一崖
柏》报道赵化录的事迹，引发广泛关注。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 整理）

《危急时刻，
他都冲在最前面》

濮阳市委副书记邵景良，在任职濮阳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 4年半时间里，团
结带领濮阳市政法综治维稳信访战线广大
党员干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017 年濮阳
市跻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新评选表彰的
10 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行列、濮阳
市委政法委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进集体，邵景良受到中组部、中央综治委嘉
奖；濮阳的社会治安财产保险工作被评为全
国政法综治工作创新指数排行榜第二名。

本报于今年 7月 25日刊发通讯《忠诚向
党 赤胆为民》、10月 12日刊发通讯《危急时
刻，他都冲在最前面》报道邵景良的事迹，在
全国引发广泛关注。③5

（本报记者 刘海涛 王映 整理）

张东堂，渑池县段村乡四龙庙村原党
支部书记。他始终牢记军人本色，坚持发
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头艰苦创业，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在他的带领下，四龙庙村
由以往的落后贫困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
村。 2009 年 1 月，他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几年下来，先后经历了 6次化疗，他依然坦
然面对，积极工作。张东堂先后被授予
2017年“全国精准扶贫带头人”称号、“感动
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河南省第六届道德模
范提名奖等荣誉。今年 11月，张东堂当选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是我省唯一入选者。

本报于 7月 31日刊发长篇通讯《老兵
支书》，报道了张东堂的感人事迹，引发了
强烈反响。③4 （本报记者 归欣 整理）

2018年 6月 11日，信阳市浉河区董家
河镇绿之风希望小学的老师李芳在护送学
生回家途中，面对急速驶来的失控车辆，奋
力将学生推开，自己却被撞倒。经全力抢
救，仍未能挽回她的生命。6月 13日凌晨，
李芳离开了她心心念念的山乡学校讲台，
终年 49岁。李芳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

“2018 年最美教师”“河南省优秀共产党
员”“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本报于 9月 27日刊发报告文学《岭上
开遍呦，映山红》，回忆了李芳挡车救人的
英雄壮举和扎根基层一线执教的人生历
程，讲述了她和更多山乡教师敬业、坚守、
奉献、闪光、出彩的精神气质，在省内外引
发广泛关注。③4（本报记者 柯杨 整理）

《岭上开遍呦，映山红》

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
滚，扎根深山 17 年，奋斗在乡村教育一
线。他爱岗敬业，学校师资紧缺，他潜心钻
研每一门课程，苦练教学本领，千方百计上
好每一堂课。他无私奉献，寄宿学生多他
学缝衣做饭，学生家庭困难他慷慨解囊，山
区不通车，他用扁担把学生教材和学习用
品挑进大山，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照
亮山区孩子求学之路。张玉滚先后荣获时
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标兵、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等称号，入选“感动中
国”2018年度候选人物。

本报于 5月 7日刊发长篇通讯《大山深
处播火人》，在全国引发了强烈反响，省内
外媒体纷纷跟进报道。③4

（本报记者 柯杨 整理）

《大山深处播火人》

《老兵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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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平白无故的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守一方平安，他俯身为民，铁肩担道义；促一方和谐，他挺胸向
党，热血铸忠诚。

不法分子盗油引发爆燃，他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滔天烈火四处
蔓延，他用血肉之躯挡在群众前面。有人劝他，别到人群中去，发生
意外怎么办？他却说：“党员干部就应该冲锋在前，离群众那么远怎么
解决问题！”

他嫉恶如仇，吃住在一线，督导协调重大案件办理。有人劝他，处理不
好会连累自己。他却说：“领导干部要迎着困难上，决不能绕着矛盾走。党叫
干啥就干啥，决不和党组织讲价！”

赤胆涤阴霾，忠诚铸党魂。他的脊梁就是一道堤坝，他的精神就是一座灯
塔，为群众构筑美好生活的第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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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执法槌，他把公平正义作为毕生追求；心系百
姓，他将群众权益视作头等大事。

多年来，他用精湛的审理水平和娴熟的调解能
力成功化解了一件件矛盾、一桩桩纠纷。身患重病，
他首先考虑的是案件量在不断增加，不能因为身体
原因影响工作，不能给单位和他人增加负担。

对待同事，他谦逊低调，工作不挑拣，荣誉面
前往后躲；对待当事人，他耐心温和，时刻体谅困
难群体的难处；对待乡亲，他善良淳朴，竭尽所能
为大家解忧释惑。他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却从不
怕别人麻烦自己，他是同事们喜欢的好搭档，是群
众眼里的好法官，是家人心中的顶梁柱。

11年写下 19本日记，80%记录的都是工作；
25年办理无数案件，时刻不忘法徽下的誓言。他
用生命书写了对党和法律事业的无限忠诚，用平
凡谱写了一曲新时代法官的正义之歌，用奉献诠
释了出彩河南人的执着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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