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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来市直机关办事，再也不用兜圈子
到处找车位了，方便又省心。”11月4日，
到洛阳市党政办公大楼办事的一家企业
负责人李文杰，感受到这里的新变化
——停车场里多了12个企业车位。

在党政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记
者看到，白色字样的“企业车位”醒目
亮眼，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停车秩序
井然。

进门登记，确认信息。“请进，院里
有企业专属车位。”门岗值勤人员温馨
提醒。

“有了专属停车位，再也不用为停车
发愁，让我们感到心里暖暖的。”企业工
作人员张涵说，自己经常到党政办公大
楼办事，过去因找不到停车位，耽误过很
多事。机关大院给企业划定专属车位，
方便来办事的企业人员，值得点赞。

“在机关大院设置企业车位是落
实省、市党代会精神，开展‘万人助万
企’活动，帮助企业解难题的一项具体
举措，也是政府‘破墙’与群众拉近距
离的新尝试。”洛阳市机关管理事务局

局长蒋武寿说。
为优化营商环境，方便企业办事，

洛阳市机关事务局创新服务方式，开
辟绿色通道，进一步简化企业人员和
车辆的出入手续办理流程。同时，为
确保停车位规范使用，除设置醒目标
识外，还安排秩序维护员在现场引导
和指挥。

据了解，机关、企事业单位车位资
源共享，洛阳早有探索。2019年，洛阳
市建成智慧停车场，满足市民群众到
市政府周边办事需要。今年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龙区政府实施洛
龙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对外
开放措施，支持和保障文化节活动开
展，为市民和来洛游客提供便捷的公
共停车服务。

小举措，暖人心。为确保更好服务
企业、解决实际难题，11月3日，洛阳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万人助万企”座
谈会，邀请文保集团、洛轴 LYC、普莱
柯、古城机械等企业，就办事停车等问
题，听取企业意见建议。蒋武寿表示，
年底前，洛阳市将陆续开放一批机关单
位共享车位，最大程度满足群众办事需
求，不断缓解“停车难”问题。③9

□本报记者 赵一帆

黑色风衣夹克，内搭的浅蓝色衬
衣扎进黑色西裤，一双白色运动鞋。
11月 3日，记者见到薛战辉时，他还下
意识地整了整衣角。

今年 55岁的老薛，是十里八乡有
名的种烟“老把式”，也是资深的烟叶
烘烤“专家”。一周前，随着最后一批
金黄的烟叶出炕，老薛今年的烘烤季
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同的是，烤
了 30多年烟，今年烤烟时终于敢穿排
场衣服了。”老薛说。

变化始自今年8月初，作为郏县烟
叶烘烤电代煤项目，老薛所在的薛店
镇薛南村对15座老式煤烤房进行了电
能改造，烟雾缭绕的烤房变得时髦整
洁，烤烟师傅只需设置好烘烤参数，烤
房就能自动工作。

而在过去，烟叶烘烤是个苦差
事。采摘下来的新鲜烟叶，需要在烤
房里烘烤至金黄再出售。整个过程需
7—8天，烤烟师傅要每两个小时添一
次新煤、清一次炉渣，昼夜不停。不仅
如此，满地的炉渣，呛人的煤烟味，燥

热的烤房也让烤烟师傅们叫苦不迭。
烟农们的苦恼也是生态环境部门

的心病。在我省农村，零星分布着 3.7
万多座煤烤房，每年消耗散煤 30万吨
以上。而这些烤房燃煤直燃直排、污
染物低空排放，大气污染物仅二氧化
硫一项，年排放量就相当于30台 30万
千瓦燃煤发电机组一年的排放量。

一边是“三散”污染治理热火朝天，
一边是农业生产散煤治理严重滞后。
如何让煤烤房绿色转型成了当务之急。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给煤烤房
安装上环保设施。然而，全省近四万
座烤房星罗棋布，还有不少已年久失
修，逐个安装昂贵的环保治理设施，不
仅投入大效益小，而且并不能从根本
上改变污染的耗能方式。

有没有生态和效益双丰收的法
子？

2019年年底，我省组织专家经过
几个月的分析研判，“电代煤”从众多
方案中脱颖而出。

去年8月，全省烟叶烤房“电代煤”
工作现场会在许昌市襄城县召开，来
自全国 39家企业的 60座电烤房同台

“比武”，一决高下。
同样会聚在这里的，还有来自全

国的烟叶烘烤专家们，经过大家研究
讨论，全省电能烤房改造建设标准和
配套的烘烤技术规程出炉。

标准既定，建设加鞭。今年 4月，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印发《全省烟叶烤
房电代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未
来3年，在全省新建电烤房5000座、改
建煤烤房 27903 座。其中，改建项目
建设资金由烟草部门和财政各承担
50%；新建项目建设资金全部由烟草
部门承担，农民不花一分钱。

不花钱就能用上电烤房，好消息
传来，即将“解放双手”的烟农们却高
兴不起来。大家普遍顾虑的是，用电
烘烤烟叶，成本会不会比烧煤高？

而事实证明，电烤烟不仅成本更
低，烘烤出的烟叶品质也更好。

老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座烤
烟房一次能烘烤鲜烟叶 7500公斤，用
煤约 1.2吨，费用大约是 1560元；如果
使用电烤房，大约需要用电 1400 度，
政府补贴后一度电大约 0.47 元，总费
用 658 元。算下来，电烤房每炕能节

约成本 902 元。不仅如此，电烤房精
准稳定的温湿度控制，使烤制的烟叶
的成品率和优质品率大大提升，备受
烟草公司青睐，每亩烟叶又能给农民
增收400多元。

算完经济账再算生态账。郏县生
态环境局负责人李建营说：“在郏县投
入使用的 1011座电烤房，每年可减排
二氧化碳约62万吨。由此腾出的环境
容量，还可供2—3个新项目落地。”

放眼全省，截至目前，已有 10482
座新、改建电烤房投入使用，预计到今
年年底，还将有 2006 座电烤房落成。
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仲田
表示，作为“十四五”时期新开拓的散
煤治理主战场，农业生产散煤治理关
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在共答“双
碳”命题大背景下，河南在全省范围内
推广烟叶烘烤“电代煤”，可谓农业生
产绿色低碳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

不仅于此，眼下，我省的专家们还
在盘算着，把烤烟房“闲置”的月份也利
用起来，供老乡们烘烤食用菌等农副产
品，真正实现集约、绿色和高效，为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再加一把力。③6

王焯冉，男，河南漯河人，1996年
10 月出生，2016 年 9 月入伍，陆军某
部班长，下士军衔。2020年 6月 15日
奉命前去支援加勒万河谷斗争，作为
渡河先锋，他率先跳入冰冷刺骨的河
中，拼力救助 4 名战友脱险，英勇牺
牲。2020年 6月，王焯冉被追认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2021年 2月，中央军
委给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王焯冉所在单位的前身是“进藏
先遣英雄连”。入伍后，王焯冉时刻提
醒自己向英雄学习，从身边的一点一
滴做起，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班长。
王焯冉牺牲前，在家书中写下这样一
段话：“作为英雄连的战士，我应该把
老革命的精神传承下去。我是先锋队
的队员，我应该冲在第一线。”

王焯冉牺牲前向组织递交了第5份
入党申请书，当时，连队随时可能奔赴一
线执行任务，王焯冉写道：“作为一名军
人在这个时候正应当挺身而出”，“希望
组织能在任务中考察自己”。

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后，远在 50
公里外的团队奉命紧急出发。经过约
3小时的机动行军，又徒步穿越 3道冰

河后，他们来到距冲突发生地 100 多
米的最后一道冰河前。

为保障部队安全过河，需先拉一
条绳子到河对岸，王焯冉、马命、孔祥
强3名士官和2名义务兵组成“渡河先
锋队”执行这一任务。汹涌的河水把
他们一次又一次冲散。在岸边战友的
帮助下，3名士官先把 2名义务兵推上
了岸，尔后王焯冉、马命又合力把孔祥
强也推上了岸。

突然马命脚一滑，河水立即没过
了他的鼻子。王焯冉一把抓住他，两
人一起被河水冲向下游 10多米，直到
王焯冉的一只脚被卡在了水下巨石
缝中才停下。此时两人已近虚脱，王
焯冉被紧紧卡住动不了。生死时刻，
王焯冉大声喊道：“前方任务重要！
你 先 上 ，如 果 我 死 了 ，照 顾 好 我 老
娘！”尔后竭尽全力，猛地一下将马命
推向岸边。

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
留给自己。王焯冉 23岁的生命，永远
留在了祖国西部边陲的冰河中。他在
冰河中的奋力一推，定格为喀喇昆仑山
脉中一座永恒的雕像。③5

微光

10月 26日，虞城县站集乡第三初
级中学，秋末的阳光特别温柔，照进教
学楼一楼一间小小的卫生室。

紧贴窗边的办公桌前，卢文建双
手放在胸前，端正坐着。他微侧着头，
朝向坐在自己左边的学生林柯鑫。光
线很好，但他只能感知到女孩模糊的
轮廓。

林柯鑫捧着历史书，读得很认
真。卢文建嘴唇微动，一直跟着默记，
这篇课文他已经听了两三遍，快要会
背了。

“‘阿房宫’‘暴虐’，这两个词注意
读音。”

“殉葬，这个殉怎么写？”
学生边读边学习，老师边听边提

醒，这是卢文建特有的备课方式。读
与听之间，传递的不仅是知识，还有
一种托付的信任。帮卢老师备课能让
自家娃儿学很多东西，所以家长们特
别支持，多年来先后有 4000 多名学
生，下课后、假期里，给卢老师读课文
读资料。

快到上课时间了，卢文建绕到档
案柜后，摸索着换衣服、擦皮鞋。八成
新的西服、红蓝竖条的衬衣，都是妻子
精心挑选的。同为老师，妻子最理解
自己，不管遭遇了啥，上课一定要精精
神神。

“丁零零……”伴着上一节课的下
课铃声，卢文建把教具揣进兜里，一对
儿鸳鸯板、一双长筷子、一副扑克牌，
拿起盲杖朝三楼的教室走去。他走得
飞快，上楼梯毫无阻滞，当老师后他就
没离开过这里，学校的一砖一瓦他都
熟得很。

“历史学霸，胸怀天下，拼搏进取，
铸造神话。嗨嗨嗨！”上课伊始，全班
学生跟着卢文建大声喊出属于他们自
己的口号，一张张小脸蒸腾得红扑扑
的。卢文建始终觉得，农村孩子特别
需要关注，需要有人帮他们鼓起一种
劲儿，打破地域、眼界带来的内向和羞
怯，这样的口号对他们是种启发。启
发启发，不启怎么能发呢？

讲台上他声音洪亮，嘴角始终上
扬，跟平时一说话就搓膝盖的腼腆样
判若两人。这么些年他摸索出一整套
教学方法：用扑克点名、打快板上课。

这节课重在总结回顾，“夏启商汤
周武王，秦王嬴政汉刘邦，东汉刘秀魏
蜀吴，曹丕刘备孙权创……”他把前俩
月教学的主要内容编成顺口溜，用快
板唱出来，鸳鸯板指尖翻飞，长筷子嗒
嗒作响，赢得学生一阵阵掌声。铜制
的鸳鸯板跟随他很多年，在他的手中
闪着温润的光。

《中国简史》《灿烂的传统文化》
《世界古代史》《县委书记焦裕禄》……
卢文建这些年自编了 44段快板，不光
在课堂上讲，还发到抖音上。“跟您学
习特别轻松、特别开心！”很多人在抖
音留言。

到了提问环节，他抽出一张扑克
牌，牌面数字一朝向学生，立即引发一
阵笑声，对应排列的学生“中彩”般起
身回答。小小设计，既避免了看不清

的尴尬，也点燃了课堂气氛。
听过他的课，人们才会理解，为啥

学校安排他连年带毕业班学生，为啥
他教的班多次在全县统考中获得第一
名。

厄运

卢文建打小就有一个教师梦。
1992年从商丘师专毕业后，他婉

拒亲戚的好意，没有去县城当公务员，
而是回老家当起了教书匠。

刚站上讲台的年轻人一腔热情，
干劲大得很，没日没夜看书查资料，对
用眼过度满不在乎。

两年后的一天，正上课的他突然
眼前一片模糊，视力急剧下降，伸出的
手指头都看不清。

“你教不了书了，想想以后的路该
咋走吧。”医生惋惜地说。

躺在病床上，他脸朝窗户陷入冥
想。

他特别喜欢旅游。上学那会儿一
放假，一个人骑辆自行车，捆上一床被
子，就敢跑到洛阳、西安去看名胜古
迹。路费不够，他掏出鸳鸯板，现场表
演快板，靠着风趣幽默的说唱，居然能
走千把里地。

人生就这样画句号了吗？就这样
病退、靠父母照顾混日子？从来都快
快乐乐的小伙子，第一回掉泪。

也许老天不忍把他完全推入谷
底，黑暗中，有人带来了温暖。

先是她。
住院前，他和在临乡一所小学任

教的张九英处上了对象。
“九英，你书教得好，人又好看，我

不拖累你，咱俩断了吧。”
“说啥呢！我愿意照顾你，还能带

你一起备课。”
再是他们。

“卢老师，您不是给我们讲过奥斯
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吗？他眼睛看不
见，还能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您看不见课本，我们做你的眼睛。”

被打回原点，又能再次出发，只有
经历过，才知道这滋味是多么酸楚又
充满感激。

沉浸

做起来谈何容易。
第一关就是备课。别人需要一个

小时，他至少需要10个小时，才能把妻
子、学生读的课本、资料全部背下来。
每上一节课，他都得提前准备好几天。

还要随时掌握新知识，电脑是没
法用的，妻子给他手机上装了听书软
件，每次翻看手机，屏幕都要贴到离脸
5厘米以内的地方。

“备课”不等于“背课”。他还要精
心设计教学过程，怎样导课、设计哪些
问题、怎样启发、怎样讲述、开展什么
活动、布置什么作业等，没法写在教案
上，他只能印到脑子里。

旁人看到的是辛苦，卢文建更愿
意看到泥沼中开出的花。就是因为他
把知识嚼碎“吃”了进去，输出时才能
更流畅自如。“卢老师上课都是用他自
己的话，是他讲课，不是课讲他。”学生
这样评价。

这些年，张九英揽下了全部家务
活，调到丈夫所在的学校后，她每天骑
三轮车带他上下班，帮他整理教案、课
件。也许是太累了，今年 3月，她患上
重病，定期要到郑州化疗。大儿子放
弃在深圳的工作和生活，回到家里照
顾母亲。

卢文建无法照顾妻子，他能做的，
就是让自己一切正常，让她放心。这个
学期开始前，听说学校老师比较紧张，
七年级学生没人带，他二话没说就接下
这一摊，吃住在学校，每周上15节课。

他不愿多谈妻子，好像不敢触碰
一处伤疤。到了午饭点儿，摸索着餐
具去打饭时，他才低下头小声说了一
句：“她在这儿就好了。”

助梦

这些年来，卢文建获得了不少荣
誉，“河南省十大师德标兵”“河南省骨
干教师”等。和这些证书一起珍藏的，
还有学生、家长写给他的 100多封信，
更多的感谢信存在他手机里。

他拿出积蓄，在班里设了一个“助
梦奖”，用来资助困难学生，也鼓励考
得好的学生。奖品显得“寒酸”，几颗
糖果、一把瓜子，但激发的是农村孩子
追求上进的心。他的微信名是简单的
三个字：“助梦者”。

学生刘青文考高中那年发挥失
利，家里让他去打工。卢文建拿上
1000元钱摸到他家，对他父母说：“让
孩子再读一年，这一年打工挣的钱我
先垫上。”

一年后，刘青文考上了县高中，三
年后又考上武汉大学。有了挣钱能
力，他带上 1万块钱，来看让他命运转
折的班主任卢老师。那天，卢文建笑
得像个孩子，特别自豪骄傲，钱却死活
不收。

还有一个学生叫赵大凡，他从小
没了母亲，上初中时父亲又撒手而
去。在卢文建号召下，全校师生为他
捐款，保证赵大凡有饭吃、不辍学。捧
着带有老师体温的捐款，赵大凡流着
泪长跪不起。

喷薄的日出很美，但它脱胎于最
黑的天空。

从追梦到助梦，卢文建把几乎全
部身心，奉献给讲台下那一双双质朴
明亮的眼睛。

他在一首诗里这样说：
你们是夜空里的明星/你们是冰

雪中的炭火/是你们那一颗颗滚热的
爱心/驱散了困扰我的黑暗恶魔/使我
不再感到寒冷与寂寞……③6

肖思远，男，汉族，1996 年 10 月
生，中共党员，新乡市延津人，生前系陆
军某边防团班长。2020年 6月 15日，
肖思远在加勒万河谷斗争中，面对有关
外军疯狂挑衅和暴力攻击，毅然顶到一
线、敢打猛冲，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
救战友，遭敌围攻壮烈牺牲。2020年7
月 17日，习主席签署命令通令，给肖思
远烈士追记一等功。2021年 2月7日，
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向新时代卫国戍边
英雄群体学习的决定》，在全军广泛开
展向肖思远等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
体学习活动。

赤胆忠心、舍身卫国，危难关头冲
在前。2020 年 4月 1日，在家休假的
肖思远经过多次申请，终于获得部队
批准归队。6月 15日，有关外军违反
双方共识，擅自越过实控线搭设两顶
帐篷。我方人员前出交涉，肖思远在
取证过程中发现，大批有关外军全副
武装、手持盾牌棍棒向交涉点逼近，对
交涉人员进行围攻。在此险境之时，
肖思远冲上前去，与战友携手并肩，组

成人墙。面对有关外军的棍棒石头，
肖思远毫无惧色掩护战友，身上多处
负伤，终因寡不敌众，不幸壮烈牺牲。

爱岗尽责、模范带头，呕心沥血为
人梯。肖思远所带的班是全连的“尖
刀班”，他综合素质在全连拔尖，曾参
加过军分区组织的预提指挥士官集
训，被评为“优秀学员”。连队缺乏教
练员，他主动请缨，仅用两周时间就编
写了 22份教案，完成了边防巡逻、班
进攻等课目的示范准备。肖思远要求
战士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带着班
里的人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在他的
带领下，全班事事争第一、人人当标
兵。2018年底，肖思远所带班荣立集
体三等功。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面对极其恶
劣的自然环境，肖思远扎根高原、奉献
青春，在雪域边关以生命捍卫领土完
整，以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践行
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铿锵誓言，
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英雄壮歌。③7

洛阳市政府助企新举措

“请进，院里有专属车位”

肖思远

王焯冉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全国敬业奉献模范

我省全面推行烟叶电能烤房

以电代煤 减碳有方

你是我的眼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未来属于青少年，希望寄予青

少年，要关心爱护青少年，为他们成长进步创造更好条件，搭

建人生出彩的广阔舞台。在商丘市虞城县有这样一位中学

教师，他和学生互动的动人故事，折射出农村孩子成长的背

后，有无数人在奉献和付出。

卢文建，一位双目近乎失明的乡村历史教师。他右眼视

网膜脱落，左眼视力仅为0.01。

就是这样一位老师，通过向自己的学生和妻子“借”眼睛

备课，在三尺讲台上站了将近30年，做到了医生认为不可能

的事。

这份默默坚守的背后，涌动着无限激情热情。他开发了

很多“花式教学法”，让学生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异常”；他向

往外面的风景，但内心深深眷恋着脚下泥土的芬芳。他不仅

“教”，更“育”出一批又一批孩子，推着他们去看更大的世界。

他与他们互为眼睛，在对光明的向往中，完成一场场“双

向奔赴”。

本报讯（记者 李林）为应对寒潮
天气，保障广大市民温暖过冬，郑州市
实施人性化供暖，在 11月 7日提前开
启“供热模式”。

11月 6日气象部门发布寒潮黄色
预警，郑州气温大幅下降。为保障民
生，郑州市政府快速作出决定，提前启
动2021—2022采暖季供热。

“7日 12时起，全市已进入‘供暖
模式’。”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市内民用热源相继启动
升温，供热管网从冷态运行阶段过渡
到预升温阶段。目前，市区6座民用燃
气锅炉房均已点火启炉，国电荥阳、豫
能电厂已启动升温，裕中电厂一期、二

期正在做升温准备。
据悉，在 11月 1日郑州热力集团

有限公司已开始启动全网冷态运行，
市区 12座民用热源（即 5座隔压站、7
座燃气热源厂）循环泵、3座外围电厂
零次管网已全部启动。

“将持续做好设备调试、调度协
调、精细调节、供热服务等工作，确保
供热安全平稳运行。市民如遇供热相
关问题，可随时拨打郑州热力 24小时
客服电话 68890222 咨询。”上述负责
人补充说。

采访中，得知提前供暖，不少市民
兴奋点赞，称其为：入冬收到的第一条

“最暖”消息！③6

郑州提前开启“供热模式”

卢文建借助学生眼睛备课。⑨6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摄

□本报记者 柯杨 冯军福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