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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代表委员履职记

草根代表“勤”与“情”

最美劳动者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赵同增

2 月 11 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也是众多商家“开门纳吉”的好日
子。作为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的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不
是忙着张罗生意，而是一大早就急匆
匆地前往新乡市解放路的一个老旧小
区里暗访。

“别看这个小区位置偏僻面积又
小，里边可‘窝藏’过好几家‘黑网吧’，
来这儿上网的都是未成年人！”

轻车熟路地走到最靠里的一排平
房前，掀开棉门帘看到“铁将军”把门，
透过窗户只见满地灰尘别无他物，买
世蕊脸上这才露出放松的笑容：“这家
最顽固的‘黑网吧’，看来这次是真的
彻底‘关张’了！太好了，总算不再祸
害孩子们啦！”

接着，买世蕊把此次暗访的时间、
地点、结果等情况，在一个本子上随手
进行了记录。

记者在她的记录本上看到，从2月
1日起，除了除夕、春节两天外，买世蕊
每天都要暗访 2到 3家“黑网吧”，涉及
区域既有城乡接合部，又有卫辉、延津
等县（市）的部分农村——这份新春

“日记”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她已暗访
了 23家“黑网吧”，并且这 23家“黑网
吧”都彻底关门。

春节前后，忙里偷闲暗访“黑网
吧”已经成了买世蕊的一种习惯。十
几年来，哪怕是走亲戚时，她也要“捎
带着”去看看附近的“黑网吧”有没有
偷偷营业。

“人大代表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种责任！我不仅要代表人民说话，也
要代表人民对社会进行监督！”买世蕊
说，“黑网吧”既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又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大多
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2003年，买世蕊当选为河南省人
大代表，当年就在省两会上提出建议，
要求严厉打击“黑网吧”。

2008年，买世蕊当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之后，又开始在全国两会上持续
发声，呼吁对毒害青少年的“黑网吧”
和不良网站进行有效查处和打击。

2017年，买世蕊提出的“关于制定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的议案”被正式
采纳，内容涉及在网络上加强对未成
年人信息安全隐私的保护，加大对“黑
网吧”的查处打击力度，净化校园周边
环境和网络环境等。③5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2月 11日，台前县清水河乡前王
集村村头的钡亮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内，一场“讲座”引人入胜，听众是十
多个春节返乡后决定留下的年轻人，
主讲人是公司负责人王玉朝，他自豪
地说：“公司去年完成产值超过 1000
万元。咱农村也是发展的‘前线’，机
会不比城里少！”

王玉朝的底气，来自台前县“引
凤还巢”工程的大力实施。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台前县不断释放政策、
产业红利，吸引一批批外出人员带着
技术、资金、经验回归。

王玉朝说，他们夫妻俩在广东的
照明行业打了几年工，正好遇上台前
汽配行业从自发走向产业化的“黄金
期”，“因为俺有技术，就决定回乡创
业，生产汽车照明灯具。”

扶贫贷款解决了启动资金的难
题，但没名气没订单让他们发愁，这
时，台前县第一批农民电商培训班又
送来希望。培训后他们在淘宝等平

台开起店铺，线上线下同发展。
“2015年俺家就脱了贫，现在公

司还带了 7名贫困户。要是不回老
家，俺也成不了事儿！”王玉朝说。

这个春节，台前县打渔陈镇周庄
村的“妙妙虫”童装扶贫车间也很红
火。“年前生产也没停，最多时一天往武
汉发了21包童装。”负责人姜玉芬说。

姜玉芬夫妇曾外出在服装行业打
工十余年，2015年，夫妻俩回到家乡，
在老家的房子里生产童装，还注册了
商标。“没多久就有一个幼儿睡袋的订
单意向。但生产条件有限，不敢接
呀。”姜玉芬说，正当着急的时候，村干
部找到了他们，“俺厂变成精准扶贫就
业基地，县里给建厂房，优先安排本村
和周围村的贫困村民做工。”

现在，夫妻俩正计划在即将完工
的台前县黄河滩区迁建安置区建设
现代化厂房，助力滩区群众脱贫。

目前，台前县已有千余对夫妻返
乡创业，发展服装加工、汽车零部件
制造、手工编织、特色种植、特色养殖
等各类产业项目 1400 多个，带动
3.28万名农民就业。③5

□本报记者 孙欣 实习生 祁思元

2月 12日，正月初八，三门峡
市湖滨区高庙乡穴子仓村依然年
味十足，吃过午饭的村民聚集在
村头，满面笑容地谈天论地。看
着这一幕，湖滨区镜鉴法律服务
所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张琳高兴地
对同事说:“这时候来普法，咱们
来对了。”

话音刚落，村民柯随堂认出
了张琳，笑呵呵地给她拜年：“张
律师新年好！多亏有你，我们才
解决了个大问题。”

在柯随堂的介绍下，记者弄
清楚了话题的由来。

原来，穴子仓村 30多户村民
把 100 多亩土地出租给一家企
业，合同刚刚履行，不少村民就反
悔了，认为租金太低，想要退出。
情急之下，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永
红给张琳打了个电话。张琳一方
面安抚、稳定村民，另一方面，与
企业反复沟通协商，最终圆满解

决了问题。
“外出找工作，一定要和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我们今
天 给 你 们 带 来 了《农 民 工 守 法
维权 100 问》《农民工返乡创业
法律宝典》等宣传资料，没事在
家 翻 翻 看 ，看 不 懂 的 就 给 我 们
打电话。”张琳一边说，一边忙
着分发资料。

“等天暖和了就该农忙了，
能不能给俺讲讲农资打假的事
儿？”村民宋超侠走到张琳跟前
说。“能!回去就收集这方面的资
料，下个月我再来。”张琳笑着
说。

“农民朋友出题目，我们来
作答，法治宣传自然有效果。”湖
滨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刘敏告诉
记者，春节前后是农村人气正旺
的时候，湖滨区司法局就组织全
县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
务所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
活动，为群众献上了丰盛的“法
治大餐”。③9

□本报记者 成利军

出门旅游、饭店聚餐、运动出
汗、看贺岁片……欢度春节的方
式有很多，济源市沁园街道办事
处西留村居委会居民邓建业一家
人的选择却与众不同——全家团
聚话家风。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
孝悌；学谦恭，循礼仪……”2月 10
日，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从邓建
业家里传出的琅琅书声，记者循
声而往。

推开屋门，客厅里春意盎然，
一家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每个
人的手上不是手机，而是书或笔
记本。今年74岁的邓建业正在诵
读《王阳明家训》。

“家，是我们的港湾，也是安
身立命、修身立德的精神起点。

家风好，才能家道兴盛、和顺美
满，也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
气。”邓建业说，基于这样的考虑，
从 2017年开始，每当春节全家团
聚的时候，他就组织全家人总结
得失，学习先贤良训。

“好的家训、家规、家风，不仅
承载了先辈对后代的希望和鞭
策，也映射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
质、气节情感乃至民族精神。”邓
建业的长孙邓源源在良好家风的
熏陶下格外懂事。在吃饭时，他
忙前忙后，不断帮长辈们端菜添
饭，俨然一个小大人。

邓建业亲眼看到改革开放这
些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地
说：“共迎新春，接喜纳福，可别忘
了涵养良好的家风。因为，好家
风是陪伴家人一生的‘福’，也是
一个国家繁荣发展之‘福’。”③8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今年函谷关的庙会真新奇，
让人大饱眼福。”2月 10 日，正月
初六，从山西运城来的李大妈兴
奋地说。当天，记者来到灵宝市
函谷关景区，体验到了文旅融合
带给游客的惊艳“绝活”。

记者随着人流，来到“老子金
像”广场，在刻有五千言《道德经》
的石壁前，只见树上、绿地上处处
张灯结彩，太极湖上灯盏造型奇
特，湖水中的倒影好似天上精灵降
落凡间，让游人在重温“上善若水”
的哲言中，感受新春的勃勃生机。

拾级而上，来到太初宫，一场
大型古装情景剧《玄宗祭祖大典》
正在上演，游客们与盛装的唐代
皇帝贵妃众臣一起拜天祭祖祈祷

五谷丰登、国运昌盛。
函谷关关楼上已经站满了游

客，关楼门外，一把20米长的大刀
横立广场上，几位盛装的苗家姑
娘和小伙，正围着大刀手舞足蹈，
年长的苗人龙金刚举起黑色的牛
角祈祷，仪式过后，只见赤脚的苗
家姑娘吴春桃端起长杆，一步一
步朝刀尖走去。

龙金刚告诉记者，他们来自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九黎绝技
绝艺艺术团，“赤脚走刀锋”“上刀
山下火海”都是他们的保留节目，
曾获得亚运会表演一等奖。

“大年初一到十五，来函谷关，
不仅可以品读道家文化，欣赏绝技
表演，首届彩灯嘉年华更有千千万
万盏彩灯点亮太极湖，给游客带来
美的视觉享受。”函谷关历史文化旅
游区管理处副主任赵增瑞说。③6

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买世

蕊每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的建议、意

见和议案数量都在 50 件以上，被采纳

的议案超百件，总字数达 50 多万字，被

誉为“高产代表”。

今年 56 岁的买世蕊，第一学历仅

为普通高中，同时也是一名从门市部

售货员起步的“草根代表”，为何她能

连续多年拿出数量多质量高的建议、

意见和议案？通过这份简单的新春

“日记”，记者找到了她的“高产密码”。

其一曰“勤”。春节期间仍不休息，

走亲戚的空隙也不忘履职，每年坚持用

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投身代表履职

工作。唯有如此付出，才有如此收获。

其二曰“情”。坚持关注“黑网吧”

治理 17 年，背后是对群众的深情和对

履职的热情。带着这“两种真情”，她

明察暗访倾听民声，系统学习相关法

律法规知识，提出了更多更好的意见

建议，有力推动促进大学生就业、留守

儿童教育等问题的解决。③5

履职尽责为民生

脱贫一线“夫妻档”

小山村里普法忙

返
乡
创
业
正
当
时

浓浓家风励后人

“绝活”亮相函谷关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扫码，进群，2 月 10 日，在内乡
县赤眉镇四坪村村部，不少人拿
起手机，纷纷加入该村返乡人才
微信群。

趁着过年村里“能人”都在家，
四坪村开起了座谈会。针对返乡
的乡土人才，该村通过开展上门
慰问，召开恳谈会，建立乡土人才
微信群，对未返乡的乡土人才，邮
寄或微信发送一封家书，叙乡情、
话发展，同时，梳理一批有价值的
信息建立信息台账。

“今儿可不是叫你们来‘摆龙
门阵’的，咱今儿开个‘群英会’。”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阳 平 率 先 发 了
话，“你们见过世面，希望能给村
里的发展想想点子。”

李阳平话音未落，便有人发了
言。“因为李跃建回村带动，咱村成
为韭菜专业村。可咱村的韭菜花
卖给外地企业加工成韭花酱，卖价
更好。咱村也应该上马生产线，拉
长链条，发展韭花酱等产品。”

“口味还可以多样化，满足不
同人的需求。”

“ 咱 们 出 资 和 外 地 的 企 业 洽
谈，引进设备和技术。”

“ 标 准 化 生 产、品 牌 化 管 理 ，
咱 四 坪 村 的 韭 花 酱 也 能 成‘ 网
红’。”

“韭菜基地务工，韭花酱厂上
班 ，咱 村 的 老 百 姓 又 能 多 份 收
入。”

群英会上，返乡的人们说得热
火朝天，集思广益共谋家乡未来。

“咱村里现在猕猴桃、油桃、黑
李、蔬菜产业都发展起来了，能不
能顺势搞乡村旅游呢？”李阳平提
出的想法，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支
持，他也向在场的人们发出了邀
请：“有了合适的想法和门路，希
望你们带着资金和技术留下来，
咱村的大发展需要你们！”

临近中午，四坪村村部里大伙
儿依旧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村外韭菜基地里，勤快的农人
已经遍撒有机肥料，只待开春韭叶
萌发。③4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2 月 12日 22时，室外气温已
经降至零下 3℃。在许昌市魏都
区灞陵街道办事处董庄社区，一
支佩戴袖标、手拿警棍、带着手
电筒的巡逻队伍冒着寒风在街
头巡逻，成为冬夜里一道别样的
风景。

“董庄社区义务巡逻队由社
区工作人员、辖区党员及热心居
民组成，在夜间对5个居民小组进
行不间断巡逻。”参与巡逻的董庄
社区党支部书记马新建介绍，这
支义务巡逻队于 2016年成立，共
有 32名队员，年龄最大的 62岁、
最小的 21岁，大家都为守护社区
平安默默奉献。

38岁的队员卢凯开了一家宾
馆，平日里总是积极响应社区号
召参加治安巡逻。记者问：“你是
老板，要忙的事很多，这么冷的天
咋还来参加义务巡逻呢？”卢凯回
答：“平安家园需要居民共建。我
参加治安巡逻，虽然苦点儿累点
儿，但是能让大家有一个更安全
的居住环境，值!”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他们
既是社区的治安巡逻员，也是社
区文明的宣传员、调解员，不仅管
分内的事，还管很多“闲事”——
诸如夜间忘关车门、邻里拌嘴、噪
声扰民等问题，在巡逻队员的帮
助下，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社区有了这样一支巡逻队，
晚归特别有安全感。”社区居民马
燕燕说。

马新建表示：“义务巡逻，为
民服务，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用
行动点亮社区‘平安灯’。”③4

点亮社区“平安灯”

返乡人才“群英会”

▲2月13日，宝丰县迎来一年一度的民间艺术大赛，当地48支民间
艺术表演代表队欢聚一堂，表演了秧歌舞、舞狮、铜器舞等民俗节目，表
达对新春的美好祝福。⑨3 何五昌 摄

欢喜庆新春

文化新年

▶2月 12日，卢氏县虢台庙迎春园内，千余盆迎春花在寒风中怒放，
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春节期间，该县先后举行了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累计300余场次，丰富了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⑨3 邓放 聂金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