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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2018年深冬，长葛市后河镇后河村，一

位年逾九旬的老人，重病在身，卧床不起。

12 月中旬，他把一同生活的侄子叫

到身边，再三叮嘱要把助学助教的事情继

续办好。

7天后的凌晨，老人安静地离世。那

天是2018年 12月25日。

老人是杨景尧。

29年前，杨景尧从台湾回到阔别多

年的家乡长葛时，感念父母、报答乡恩，投

资 400万元建起了淑君中学，以此为始，

又设立助学助教基金，累计投入 1700多

万元，资助上万名寒门学子，被称为“河南

的卡耐基”。

2019年 1月4日上午，在长葛市后河

镇后河村举行的杨景尧先生追思会上，从

北京、郑州、许昌等地风尘仆仆赶来的人

们，面对相框中的他深深鞠躬，追思他的

音容笑貌，缅怀他的大爱情怀，为96岁的

老人送别。

大爱无言报桑梓 千万善款助寒窗
——追记“中国好人”杨景尧

寒风中，杨家小院里的绿植摇曳，却再也看不到先
生拄着拐杖前行的身影；他所创办的淑君中学校舍依
旧，学子莘莘，不时传来朗朗读书声，校园中却再也难觅
这位可敬老人的音容。

言及杨景尧，专程赶来参加追思悼念活动的北京邮
电大学博士生郑继涛禁不住泪流满面：“在求学路上最
困难的时候，我得到了杨景尧先生雪中送炭的关爱，难
以忘记他慈祥的脸庞、关爱的目光和鼓励的话语，他的
温暖照亮我的人生。”

杨景尧生前的居住地，是窄巷深处一处门堂写着
“四知之家”的宅院。这“四知”取自东汉名臣杨震的“天
知、地知、你知、我知”，老人以此自诫自省，要做人坦荡、
诚实自律。

1923年，杨景尧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勤奋聪慧，
饱读诗书，却因日军侵略，大学梦碎。1947年，他阴差
阳错考取了空军文书的职位，1948年去了台湾。1962
年，杨景尧退役后定居台中，开始经商自谋生计。

离乡越久，思乡之情越浓。残垣坑洼路，家乡泥巴
香，夜伴妻儿梦，童年儿时伴……一历历、一幕幕，在心
绪间无限膨胀。40余载，杨景尧笃信与妻子淑君挚爱
情深，在台期间始终没有另娶，他时刻期盼着重回故里。

1989年，66岁的杨景尧终于踏上故土，拥抱着久
别的妻子，喜极而泣。

当杨景尧从亲人口中得知，自己朝思
暮想的父母都已辞世，回乡向父母尽孝的
夙愿已成空想时，他大哭一场。“子欲养而
亲不待”让他心中无尽悲凉。

在家乡破旧的学校里，当看到70多个
孩子挤在一间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的教室
里读书时，他突然间找到了报答父母的方
式——父母一向重视教书育人，现在父母
不在了，用挣到的钱捐资助学，不也是报
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吗？

从这时开始，笃信“孝义尚礼”的杨景
尧，立下了“弘文兴教，回报桑梓”的宏愿。

1990年，杨景尧出资 400万元，在后
河镇建起了一所占地82亩的花园式中学，
教学楼、办公楼、图书室、语音室等一应俱
全，可容纳 1500 多名学生。为回报妻子
孔淑君奉养双亲的懿德，他还把学校取名
为“淑君中学”。考虑到学校的长远发展，
杨景尧把学校捐献给当地政府。

虽然贫困家庭的孩子可以在淑君

中学免费就读，但是考上大学了又交不
起学费怎么办？“不能让考上大学的寒
门子弟辍学。”杨景尧对自己说，“我不
能不管。”

1995年 11月，全省首家个人捐资的
公益性基金会——杨景尧文教基金会成
立，主要资助长葛籍贫寒学子，杨景尧一
次性注入200万元。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总是骑着自行
车，到每一户申请学生家里调查核实情
况。”曾帮助打理基金会十几年的许凤召
说，“杨先生总是身体力行，他叮嘱我们要
把每一分善款都用在刀刃上。”

长葛市区一名朱姓学生考上了大学，
向杨景尧文教基金会提出助学申请。工
作人员多次寻访，才在一处建筑工地找到
他“家”。接过 1800元助学金时，小朱和
父亲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对家乡教育事业，他出手慷慨。对自
己，他却俭朴到了“寒酸”的地步。家人想

给他买些新衣服，他总摆手说道：“老不择
衣。”客人盛饭掉在桌上的米粒，他会悄悄
捡进自己的碗里。

“献我区区诚，尽倾囊中藏，但求桃李
茂，何畏鬓发苍。”这首杨景尧生前所作的
诗句，既是他心迹的表露，也是基金会多
年来持续助学的写照。

“粗略计算，杨景尧先生累计捐资约
1700 万元。”基金会工作人员李晓丽介
绍，基金会成立 23 年来，惠及 1 万多名
寒门学子，其中仅资助长葛市的大学生
就有 600多名，还有近百人考取了硕士、
博士。

“没有杨老先生的善举就没有我们
学校，没有杨老先生的教诲就没有我的
今天。作为淑君中学走出来的学生，我
愿为家乡教育事业发展竭尽全力。”任
教于母校淑君中学的范红力慨然长叹，

“泽被一方，赓续文明，斯人已去，其风
长存!”

“他对父母有着感恩与忠孝，对家乡
有着热爱与眷恋，对社会有着责任与担
当，对爱情有着忠贞与坚守，杨景尧先生
的高尚人格和懿行善举值得在全社会弘
扬。”长葛市后河镇党委书记朱华甫说。

1992 年，针对农村文化活动场地较
少、文化生活匮乏的问题，杨景尧动员在
台同乡出资 20余万元，建成了场地宽阔、
设施齐全的后河村老年活动中心，为当地
中老年人提供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自 1997 年以来，村里每年的九九重
阳节活动，杨景尧都要拿出资金，给 70岁
以上的老人发过节礼物或者慰问金，倡导
尊老、敬老、孝老的良好风尚。

2009年，他又出资 400余万元，在文
教基金会后面建设了闻名遐迩的文化园
林景观——景行园，面积 9000平方米，亭
台楼阁，层台耸翠，有题字立石，有伊阙和
金榜牌楼，有《论语》长廊、翰林杨佩璋轶
事阁，彰显着崇文重教的馥郁气息。

还有——
每年“景行杯”教师表彰大会上，潜心

育人的优秀园丁受到表彰；资助编印的
《中华先贤说道德》，让先贤德孝之言传颂
千家万户；挺立千年的长葛古社柏，在他
的出资保护下，枝繁叶茂、再绽生机……

杨景尧的一生善行，赢来了广泛赞
誉。2015年，杨景尧被评为年度“感动长

葛”人物。2016年，他成为中央文明委表
彰的“中国好人”之一。2017年，杨景尧荣
获许昌市第三届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钱财，取之有道，更要花在有价值的
地方。”杨景尧曾说，“不管捐赠多少钱，都
不能表达我对这片土地的深爱之情，都不
能报答这片土地对我的养育之恩。”

相框中，杨景尧老人的影像依然清
晰：身体消瘦、头发斑白的他，沧桑中蕴涵
谦和，质朴里尽显厚重。

立足中原沃土，他散千金，做善事，践
行了自己的诺言：“乡邑清贫优才子，尽馈
膏火助寒窗，聊献我区区寸草心，报家
邦。”7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余帅领 丁姜岚

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一个个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
项目的落地，不断提升着魏都区居民的幸福
指 数 。 去 年 以 来 ，魏 都 区 大 力 实 施 党 建

“1369”工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推动精
准服务、民生保障“双驱”联动，实现网格党建
全覆盖，构建起了“一核双驱全网格”党建引
领体系，打造了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基层治
理新格局。

以共建筑根基

为完善城市基层组织领导体系，魏都区
牢固树立城市大党建理念，在 13个街道、48
个城市社区建立党建联席会，统一领导、管
理、调度 109 家区机关事业单位，388 个“两
新”组织，2万余个工商注册的市场主体开展
共建活动。

为使基层党组织领导各类组织和凝聚群
众有底气、有抓手、有资源，魏都区每年列支
1500万元对社区服务场所进行改造提升，建
成“五室一厅三站一校”的综合性服务阵地，
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针对互联网时代对党建工作的新要求，
“线上线下”互动成为魏都区社区精细化管理
的一个创新。在“线上”，成立魏都区智慧党
建服务中心，开发集基层党建、社会治理、行
政审批、社区管理、便民服务“五位一体”的信
息平台，目前已受理党群诉求 12980件，办结
12850件，有效办结率为 99%。在“线下”，将
社区承接的 15 大类 160 项工作职责整合为
38 项服务职能，纳入综合服务大厅，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办理 25项审批服务、15项便民服
务，初步建成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以共治聚合力

近日，持续了一天的大雪刚停，西湖社区
煤机总厂北家属院就道路畅通，一片洁净。

居民赵增亮说，小区能有这样的高效管理，大
伙儿特别感谢小区党支部。

作为破产企业家属院，煤机总厂北家属
院成立了小区党支部，积极推动小区居民选
出院委会，形成了长效管理机制，片区党员积
极开展整治环境、夜间义务巡逻等活动，让老
旧庭院有了新活力。

为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米”问题，该区
按照 200到 300户的标准，将 86个社区细化
成 620 个网格，612 名区直科级党员干部担
任党建指导员、608 名街道党员干部担任网
格长、640 名社区党员干部担任网格管理
员，并将信访、维稳、安全、环保、城管、民政
等 38 个部门的工作任务细化到网格，使网
格成为“党员管理、民情收集、诉求上达、关
爱帮扶、矛盾调解、事项代办”六位一体的前
哨堡垒。

去年以来，凭借多功能、广覆盖的党建
“全网格”体系，该区帮助社区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 28190 个，调处矛盾 2896 起，化解 2859
起，化解率 98%。

以共享赢民心

在魏都区的围笼式篮球场内，每天来运动
的人络绎不绝。“家门口建起了篮球场，下了班
可以约上几个好友来切磋。特别感谢政府提
供这么好的场地。”一位正在打篮球的市民说。

为完善城市基层民生保障体系，魏都区
把养老、医疗、教育、健身等 12个方面的民生
工作，细化为 1120项具体事，融入社区，连续
两年推进了民生“365”工程，让群众 365天都
有获得感，365天都感受到党的民生情怀。

去年以来，区财政投入 3.9亿元用于民生
“365”工程。“3”即建立30万名市民个人健康档
案；“6”即6个提升：提升健身服务体系、提升养
老服务体系、提升农产品便民服务体系、提升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教育服务体系、提升城市
管理服务体系；“5”即5个50：建设50个智慧社
区、建设50个美丽社区、改造50个庭院、提升50
条道路、提升50个游园，初步形成“一刻钟养老
圈”“一刻钟健身圈”“一刻钟健康服务圈”。7

本报讯（通讯员 田苗）近日，记者从许昌市
住建局获悉，2018年许昌市完成老庭院改造119
个，完成率达101.7%，提前完成改造目标任务。

按照市老旧小区“四改一增”老庭院改造
提升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该市计划从2018年至
2020年逐步对中心城区 391个老庭院进行改
造提升。其中，2018 年计划改造老庭院 117
个。如今，经过改造提升，119 个老庭院达到

“秩序维护好、环境卫生好、绿化美化好、经费
管理好、责任落实好”和“有居民自治主体、有
组织协调机构、有日常维修经费、有水电气等
配套生活设施、有老庭院名称及类型标识牌”
的“五好”“五有”标准，10余万名居民受益。

为做好此项工作，市住建局成立专班办公
室，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对改造工作实行“一区
一策”“一个项目、一本台账、一套方案、一个专
班、一抓到底”，建立“五个一”工作思路（即坚
持“一个中心”，实施“一区一策”，发现并用好

“一个能人”，制定一套务实管用的改造建设管
理机制，建立健全一个党组织），成立督导组，
对老庭院改造工作推进等情况进行不间断督
导检查，督促各项工作按时间节点推进。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稳步推进老庭院改
造工作，同时积极开展试点经验的总结提炼，
努力为推进全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市住建局分管负责人说。7

本报讯（通讯员 刘根生）许昌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服务重点企业，服务重点项目”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上下高度重视，各级各单
位积极行动，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活动开展以来，按照帮助企业破难题、增
信心和推动企业加快发展、项目加快建设的总
体要求，示范区对辖区工业企业发展和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排查梳理，合并整理
出涉企问题 38项。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根据领导和责任单位反馈，认真建立、完善
专项行动工作台账，将工作任务与分包领导、
责任单位一一明确。

为确保涉企问题有效解决，示范区连续两
周召开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对专项行动开展中
的热点、难题问题进行了研究，对后续工作的
开展进行部署。截至目前，38项问题中已有企
业土地报批、规划调整、车辆运输、员工出行等
22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16项问题作为工作任
务正在积极推进。7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为重点企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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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提前完成2018年老庭院改造目标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邵挺）床头有呼叫器，健
身器材、棋牌、音响等文体娱乐设备一应俱全，
还有洗衣机、消毒设备齐全的洗衣房……这是
去年许昌市开展农村敬老院综合提升改造工
作带来的结果。

去年，许昌市出台《许昌农村敬老院综合提
升改造三年攻坚计划》，提出利用三年时间对全
市98所农村敬老院进行综合提升改造。重点围
绕优化结构布局、改善基础设施、配齐人员队
伍、强化服务管理等工作，全面提升农村敬老院
的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服务管理水平。

根据要求，去年许昌市综合提升改造农村
敬老院20所（含新建4所），其中建安区7所，襄
城县 9所，长葛市 3所，禹州市 1所。各地本着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资源有效利
用”的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落实敬老院提升
改造资金，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统一规划建设
农村敬老院，配齐管理服务人员，落实敬老院管
理服务人员的待遇。到去年年底，许昌市20所
农村敬老院综合提升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据了解，去年农村敬老院综合提升改造严
格按照《民政部关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
设的指导意见》《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农村
敬老院综合提升改造基本标准18条》等规定要
求进行。如进行用电线路改造，配置适合老年
人的家具，建设（改造）标准化水冲式厕所，分
别设置男女沐浴间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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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许昌提升改造20所农村敬老院

魏都区走出城市基层党建新路子

党建引领奏响为民“三部曲”

赤子心——
“四知”律己叶归根

兴学路——报效桑梓育桃李2

故乡情——懿行善举未有期3

长葛市淑君中学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可容纳学生1500多人

2016年，杨景尧先生在接受本报采访

1月15日，鄢陵五彩大地花卉销售中心的
员工在管理年宵花展上展出的花卉品种仙客
来。进入腊月，装点节日气氛的年宵花卉又成
为走俏市场的宠儿。据悉，为做好春节鲜花市
场的供应，鄢陵各大鲜花基地已经备足了各种
鲜花，以满足群众春节期间的需求。牛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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