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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共产党员买世蕊33年无私救助魏河英，魏河英老人动情地说——

世上只有“女儿”好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通讯员 彭舸惠）5月9日，记

者从新乡市工信局获悉，新乡市政府日前与新飞电器就全国驰名
商标“新飞”部分商标所有权归属签署协议，根据协议，河南新飞投
资有限公司名下的全部“新飞”商标将转让并完全归属新飞电器。

2005年，新加坡丰隆亚洲增资新飞电器，同时与新乡市政
府签署协议，冰箱空调大家电领域的新飞商标归新飞公司用，
而小家电领域的新飞商标归新飞集团使用。后来，新飞集团又
把“新飞”小家电品牌授权给一些小家电生产商，最终形成了

“新飞”品牌三分的局面。“新飞”商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长期分
割，给新飞品牌的维护、商标的保护带来许多纠纷和负面影响。

去年新飞电器重组后，新乡市委、市政府和康佳集团从更
好地保护新飞品牌、净化市场环境、推动新飞腾飞的角度考虑，
决心全面整合“新飞”商标管理。经过半年多的系统组织和积
极推进，彻底解决了新飞品牌管理上的历史问题，持续 14年的
商标纠葛尘埃落定。

“新飞”商标归属权的统一为品牌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同时
也为新飞系列产品做大做强、新飞重新腾飞夯实了基础。按照
计划，2019年，新飞电器将启动品牌突破工程，由点到面推进新
飞品牌实现跨越式发展。6

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割14年后终于“合体”

新飞电器完全拥有“新飞”商标

长垣

提升“三力”狠纠“四风”不止步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袁楠 通讯员 薛新辉 陈阿冰）“请

出示一下你饭店的订餐记录及发票开具情况……”4月 29日，
长垣县纪委监委明察暗访组在城区某饭店检查时说道。五一
假期期间，长垣县纪委监委紧盯节点“四风”问题易发多发情
况，精准发力，不断提升“监管力”“执行力”“震慑力”，确保节日
期间风清气正。

“纪律+制度”，提升“监管力”。节前下发通知，严明规矩、
强化约束，为广大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人员划清纪律红线；
通过短信平台、微信公众号向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及纪检
监察干部重申相关纪律要求，提前向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召开专题会议，督促各级党组织带头推动主体责任落实，把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
矩、硬杠杠抓牢抓实。

“检查+大数据”，提升“执行力”。强化常态化、近距离、可视
化的监督，运用“蹲点式”“见面式”的直接监督，成立36个监督检
查组，整合财政局、事管局、接待办及公安局、市场监管、税务等相
关职能部门力量，聚焦“四风”风源及风向，通过专项检查、随机抽
查交叉互查等方式，对重点时段、重点场所、重点区域进行“点穴”
暗访；运用大数据，及时掌握本区域内“四风”问题多发、易发领
域，深挖隐形变异“四风”及其背后的腐败问题。

“问责+通报”，提升“震慑力”。严查快办“四风”案件，加大通
报曝光力度，通过清风蒲城微信公众平台、纪检监察网站等平台转
发中央、省、市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让“未病”
党员干部受到震慑，及时收手、及时醒悟，不踏“红线”。6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5
月 10日下午，新乡市第七中学在新星剧场举行师德标兵表彰暨
新时代好少年发布会，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发布会现场通过视频短片的形式，发布了8名“新时代好少
年”、8名“师德标兵”以及一名“最美教师”的先进事迹。该校还特
意邀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民办教育杰出人物、中国好
人榜上榜人物韩丰骏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买世蕊等，分别为荣誉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

新乡七中校长苏志敏表示，举办此次发布会，旨在为全体
师生树立榜样，进一步推动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和帮助
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6

新乡七中

评选好榜样 弘扬正能量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袁楠 通讯员 薛新辉 陈阿冰）“你
好，我把操办父亲丧事相关事宜的地点、参加人员范围、参加人
数、办酒席数等都如实记录下来了，特来向组织报备……”近
日，长垣县一名科级干部拿着“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事
后报告表”前来该县纪委监委进行报备。

自2018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为整治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
现象，通过严明纪律要求、严格报备制定、强化监督检查等多种
方式，狠刹不正之风。

提醒在前，让党员干部明“纪律红线”。制定出台《关于规
范全县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暂行办法》等，对党员干部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礼金数量、邀请对象、酒席规模等进行了
细化规定，为大操大办戴上“金箍”，让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自
觉克服侥幸心理，杜绝“暗度陈仓”的心态，带头移风易俗。

严格报备，让婚丧喜庆事宜“合规合矩”。出台婚丧喜庆事
宜“两个报备”制度，即党员干部事前提前 10日填写“党员干部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事前报告表”，对操办事宜、时间、地点、参加
人员范围、参加人数、烟酒和乐队标准等进行事先报备，并主动
签订廉洁自律提醒函，对严格遵守执行“七严禁”规定做出承
诺；事后 10日内填写“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事后报告
表”，对实际操办情况进行再次报备。

精准监督，让大操大办“无处遁形”。在操办婚丧事宜期间，
操办当事人所在党组织、纪检监察组织全程跟踪操办规模、邀请
对象等。该县纪委监委紧盯重要时间节点，不定期核查领导干部
婚丧喜庆事宜报告情况，对操办事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报告、借
机敛财等造成不良影响的党员干部，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据悉，2018年以来该县共收到科级党员干部婚丧喜庆事宜报
备表99份，开展监督检查160余次，立案查处违规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问题11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人，组织处理2人。6

新观故事汇

□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妈妈，‘母亲节’到了，我要去看看
您！好几天不见，怪想您的！”

“好闺女啊，咱娘俩想到一块儿去
了！我可想见你，又怕耽误你工作，现在
已经走到你门口了！”

5月 11日，新乡市卫滨区南桥办事处
72 岁的魏河英大娘，不顾脑出血刚刚痊
愈，拖着残疾的右腿，步行半个小时来到
位于解放路南段的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
责任公司营业厅，专门看望在这里工作的

“女儿”买世蕊。
56岁的买世蕊感动得热泪盈眶，赶紧

搀着“妈妈”坐到椅子上，拿纸巾给“妈妈”
擦汗，拉着“妈妈”的手询问病情，用手梳
理“妈妈”被风吹乱的白发，还硬塞给“妈
妈”1000元“过节费”。

母女情深的场面自然又感人，这对正
常的母女来说再普通不过，但魏河英与买
世蕊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妈妈”魏河英是
汉族人，“女儿”买世蕊是回族人，她俩之
间有着一份跨越33年的动人情感。

“一次性”送温暖变成长期
“结亲戚”

“1986年，我家那口子因脑血栓后遗
症去世，撇下了我和两个正上小学的孩
子，我觉得天都要塌了。”魏河英告诉记
者，尽管办事处出于照顾，给了她一份清
洁工的工作，但每月的收入只有 20元，连
基本的生活都很难维持，每天吃的菜都是
从垃圾堆里捡回的菜叶子。

经济的困难还勉强能扛，心灵的压力
却无处排遣。魏河英自幼因病落下残
疾，还有严重的皮肤病，再加上生活困
苦，整天拉长着脸，左邻右舍都避之唯恐
不及，不懂事的孩子们还故意用恶作剧

捉弄她……这些都让魏河英对未来失去
了信心和希望。

“直到那一天，小芳（买世蕊小名）找
到我家，让我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了！”
魏河英说，小芳给她送来了米面油，拿来
了 500元“巨款”，还不嫌弃地拉着她的手
要认她做“妈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魏
河英露出温柔的笑容：“我永远都记得俺
小芳那时候的样子，她穿着干净的白大褂
（售货员工作服），笑得像一朵花一样，比
仙女都要美！”

买世蕊对当时的情景也印象深刻。
傍晚时分，魏妈妈家里用不起电一片漆
黑，孩子们衣衫褴褛，桌上的晚餐是几碗
冰凉的玉米糁，床上的被子是没有被面、
又脏又臭的棉花套，魏河英垂头丧气地坐

在床边，家里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实际上，在到魏河英家之前，就有朋友

劝买世蕊：“那是个无底洞，你可千万不敢
沾。”但买世蕊当场决定，要把“一次性”送温
暖，变成长期“结亲戚”。买世蕊说：“别看我
只是一个小小的门市部售货员，我也是一个
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不帮她谁帮她？”

这一帮，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33年
来，买世蕊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庭的一
员，像嫁出去的女儿一样，隔三岔五回“娘
家”送钱送物干家务，给“妈妈”买药看病，
辅导弟弟妹妹做功课，逢年过节还要带着
丈夫和孩子来走亲戚。

魏河英也早就把买世蕊看成了自己的
亲闺女。平常家里改善生活做了好吃的，一
定要打电话让买世蕊去尝尝，有时候还要送

到买世蕊工作的门市部；买世蕊的身体状况
她在电话里就能听出来，买世蕊生病了她比
谁都操心着急。魏河英说：“除了我没生她
养她，其他的和我的亲闺女没两样！”

她还有 150 多个“爸爸”
“妈妈”

魏河英不知道的是，在她之外，买世蕊
还有 150多个“爸爸”“妈妈”。从 1981年
刚参加工作，买世蕊就主动帮助老弱病残，
先后自掏腰包照顾了 50多位孤寡老人和
100多名老红军、老荣军，把他们都当成了
爸爸和妈妈。她创新模式、诚信经营，生意
做得红红火火，把辛辛苦苦挣来的 300多
万元，都用到了敬老助残的爱心事业上。

很多人对买世蕊的行为不理解，有人
说她“作秀”，还有人说她“有病”。买世蕊
说：“我是真的‘有病’，这是一种见到别人
受苦受穷就难受的‘病’！我听着雷锋的
故事长大，把雷锋当成榜样，宁可自己节
省一点也想帮助别人。看到在自己的帮
助下，别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是我最开心
的事。别人的笑容就是我的‘药’，只有不
断服‘药’，我的‘病’才会好起来！”

33年过去，随着魏河英生活的持续改
善，买世蕊的“病”好了很多。如今，魏河
英儿孙满堂，住上了新房子，生活其乐融
融。魏河英说：“这都多亏了俺小芳！都
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我要说世上只有俺
小芳最好！”

在买世蕊的心里，魏河英也一天比一
天更重要。她的父母公婆前几年都已先
后去世，150名“爸爸”“妈妈”也只剩下包
括魏河英在内的十几个人。买世蕊说：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有爸爸妈妈在，我就
觉得自己还像个孩子。希望魏河英妈妈
健康长寿，让我们娘俩的母女情分再延续
个33年！”6

□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上午，在豫晋交界的太行之巅，深入
革命老区缅怀红色革命历史，和 92岁的
老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下午，走进新
乡先进群体典型代表刘志华所在的京华
社区，和刘志华以及新乡 16万名党员一
起交流如何“学习身边榜样，建功新时
代”……5月 10日，在新乡举行的这场以

“省市县乡村”支部手拉手为内容的主题
党日活动，让参与党员在实践中锤炼了
党性，点燃了干事创业的激情。

当天，为探索创新主题党日组织形式，
让主题党日有温度、有力度，新乡市委组织
部以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处党支部和新乡
市、县、乡、村相关支部党员为主体，深入辉
县市和新乡县两地开展了“走基层、进支
部、访民情”的手拉手主题党日活动。

“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
斗……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
义的胜利……”当天一早，参加主题党日的
全体党员就来到地处河南山西交界处的辉
县市平甸村，实地参观了陈赓将军指挥部
和中共新乡市城市工作委员会旧址，并在
八路军129师后方医院门前重温了入党誓
词。尤其是在重走陈赓抗日秘密小道时，
大家不时驻足观看镌刻在山崖上的《陈赓
日记》，被革命先烈不怕牺牲矢志不渝的革
命意志所震撼。

现年92岁的老党员原振武，是从革命
老区平甸村走出来的五个老抗日武工队队
员之一。如今，这位1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
党员，还执意住在八路军129师后方医院
旧址。参加主题活动的党员干部在专程看
望慰问他时，还向其赠送了党章、党员徽
章。年轻党员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向英模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履职尽
责，带头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中原
更加出彩作出应有贡献。

在当晚新乡市“远程夜校”现场，来
自省、市、县、乡、村党支部的党员面对面
聆听了新乡县小冀镇京华社区党委书记
刘志华生动讲述的京华村奋斗历程。

“我入党时就一个信念，一辈子听党话
跟党走，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几十年来，这
个信念啥时候都没有动摇过，它还时刻提
醒我要‘为农村争气、为农民争气、为妇女
争气’。”党员夜校直播中，刘志华铿锵有力
的话语，印刻在每一个党员的心灵上。

参加主题党日的省委组织部党员电
教处党支部书记宋海民表示，这种“省、
市、县、乡、村”支部深入革命老区和英模
身边共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是对当前筑
牢党支部主阵地，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和
战斗力，以及丰富主题党日组织形式，提
高党组织生活感染力、吸引力的有益探
索，其重在激励广大党员在实地走访中进
一步锤炼党性，力争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展
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效果很好。6

2600米书法长卷
献礼新中国70华诞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通讯
员 刘鸿涛）在新中国70华诞到来之际，新
乡籍著名书画家鲁林历时两年，于近日完
成了一组总长2600米的书法长卷，向伟大
的祖国献礼。

5月 10日，在位于国家新乡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一个展馆里，记者见到了这
组“新鲜出炉”的“生日礼物”。据介绍，
该长卷共 52卷，每卷长约 50米，用多种
字体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的部分
重要讲话，总字数近10万。

今年 68 岁的鲁林是原阳县官厂乡
人，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
艺术委员会艺术委员、中国书画院顾问。
他以形神兼备、以假乱真的临摹艺术闻名
书画界，被称为“千体书法家”。6

政法一线

长垣

严报备 严监督
为党员干部大操大办戴上“金箍”

新乡创新主题党日形式——

“省市县乡村”
支部手拉手

□新乡观察记者 李亚伟 文/图

老房子翻新后的瓦片修成小花坛，
废旧的车轮涂刷成展示牌……别人眼
里的垃圾，到了延津县小潭乡郭庄村却
成了精美的装饰品。5月 19日，记者走
进郭庄村，只见水系环绕着仿古民居，
月季点缀着青砖围墙，正是记忆里的田
园风光。

曾经的郭庄村并非这样，之所以能
够实现“逆袭”，缘于郭庄村的榜样——

该县美丽乡村建设的老典型石婆固乡段
庄村传授的“秘笈”。早在 2015年，段庄
村就开始进行仿古庭院改造，推进“庭院
花园化”，把村庄规划为北部农家乐、中
部特色民居区、南部疗养区。商业用房、
敬老院、公共服务设施、绿色休闲广场一
应俱全。这项规划还获得新乡市优秀城
乡规划设计奖一等奖。目前，段庄村仿
古建筑覆盖率达到了80%。

这些村庄的“蝶变”，是延津县加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取得成果的一

个缩影。延津县委书记靳新峰告诉记
者，到 2020 年，该县要实现村庄环境基
本干净整洁有序，这是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的要求，也是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应有
的面貌，应当综合施策，努力提升。该
县正着力实施村庄清洁、绿化美化、“十
乱”整治、道路通畅、沟渠清理等“五大
行动”，集全县之力，建设美丽乡村，释
放农村魅力。6

上图 段庄村一角
右上 村民正在修剪月季花

延津农村美如画
摄影报道

买世蕊（左）高兴地握着“妈妈”魏河英的手 赵同增 摄

鲁林在向记者展示部分长卷 赵同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