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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特别关注

扫码上顶端
@领导

乡村学校足球队驰骋省级大赛场
连线基层

舆情反馈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闫占廷

“他守卫着国，我操持着家，我是他
最坚强的后盾！”为践行这一承诺，11年
来风风雨雨，她以顽强的执着和默默的
坚守，咀嚼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用无言的
大爱诠释军嫂的风采。

她叫吴文娟，现年 32岁，家住河南
省宁陵县华堡镇十百户村，2014年被部
队授予“最美军嫂”称号。丈夫许宝魁，
现服役于西藏驻军某旅，连续 7年荣获
优秀士兵奖章，并荣立了两次三等功。
日前，许宝魁休假归来，时隔一年多，夫
妻二人再次团聚。

300多封书信见证爱情

吴文娟和许宝魁是 2009 年 7 月相
亲认识的，三年后他们喜结连理。“他给
我的第一印象，是相貌英俊，性格果敢，
做事利索，属于一见钟情吧。”吴文娟说，
在热恋的三年里，他们没有花前月下的

浪漫，更多的是鸿雁往来寄相思。许宝
魁在军营是一名运输兵，长年驾车奔波
在路上，为边关哨所送去军需和给养。
一有闲暇，他都会给未婚妻写信。

“你知道当一名军嫂意味着什么
吧？趁早分手吧！”也有亲朋好友劝她放
弃。对此，吴文娟摇摇头。她当然明白选
择成为军嫂，也就选择了付出和自强。最
让她感动的是，每年生日那天，她都会收
到许宝魁送来的别致礼物：一枚金灿灿的
奖章，或者一个用弹壳打磨成的戒指。

2011年 11月 29日，他们牵手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在电话已经普及的年
代，他们依然保持着书信来往。“这 300
多封书信，我一直视若珍宝，因为它是我
们爱情的见证！”吴文娟打开书柜，指着
一摞摞信封说，“想念他的时候，我就一
个人静心读信。”

光环背后的辛苦付出

上有疾病缠身的婆婆，下有幼小可

爱的儿女，吴文娟用柔软的肩膀撑起了
家里的一片天。

公公许进华长年在外打工挣钱，婆
婆郭广芝在家料理农田。2020年 4月，
婆婆在蒜田里劳作，颈椎病复发，疼痛难
忍。在一旁帮忙的吴文娟急忙把孩子交
给亲戚照看，一个人开车 300多里辗转
到项城寻医。一连七天，她每天开车带
着婆婆去那里针灸、理疗，一个疗程下
来，效果明显。她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学
会了给婆婆按摩。同屋的病友都夸这儿
媳妇孝顺，好似“亲闺女”。

儿子硕硕出生时，许宝魁在产床旁
陪伴着她，却没有喝上满月酒。而女儿
诺诺出生时，许宝魁在部队执勤，请不
了假。待他回家探亲时，诺诺已经半岁
了。

“要说难也难，儿子冬天夜里突然发
烧，我抱着他跑去村里诊所喊医生，感到
很无助。生活把我这个娇娇女锤炼成了

‘女汉子’。”说到动情处，吴文娟双眼湿
润。

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

在县城新搬进的家里，吴文娟在客
厅壁柜上设立了一个展台，上面摆放着
许宝魁获得的金灿灿的奖章、荣誉证书
和匾额。“优秀士兵七次，优秀共产党员
两次、优秀士官两次……”吴文娟喜欢给
孩子夸耀他爸爸如何优秀，希望他们要
以爸爸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也要像爸
爸一样保家卫国。

“我2005年参军入伍，在最艰苦的西
藏服役17年了。我和爱人结婚11年，春
节时全家团聚仅仅四次。为了让我在部
队安心服役，文娟把家里所有的苦和累一
个人扛。我亏欠她的，真是太多太多！”许
宝魁愧疚地说，“每次我给她打电话，她总
是安慰我：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我只
想说句肺腑之言：一生有她，我心足矣！”

“虽然我们聚少离多，但彼此相濡以
沫，忠贞不渝。他在边疆保家卫国，我要
给他撑起一个温暖的家。”吴文娟说。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夏天 王国倩

“有过当兵的经历，一辈子都骄傲。”
7月 22日，家住夏邑县李集镇前司集村
的司圣现，说起祖孙三代当兵的事无比
自豪。

司圣现的父亲司贤运，1951年底加
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随军入朝
作战一年半，经历大小战斗几十次，载誉
而归。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回到村
里，司贤运从不提自己抗美援朝的事，许
多村民不知道他是抗美援朝的英雄。直
到司圣现高中毕业，他才拿出自己的复
员证对儿子郑重地说：“你去当兵吧，报
效祖国，部队是个大熔炉，好好锻炼自
己。”

“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参加过抗美援
朝，是上过战场的英雄。他隐姓埋名恁
多年，我真的很敬佩他，同时也明白了当
兵的意义。”司圣现说。

司圣现去当兵前的晚上，父子俩促
膝长谈。司贤运希望儿子在部队报效祖
国、丰富阅历、锤炼意志。1989年春，司
圣现带着父亲的嘱托，开始了军旅生涯。

司圣现说：“我父亲很关心部队的发
展，每次回家探亲，他都问我部队的情

况。”
在军营里，司圣现牢记父亲的教诲，

吃苦耐劳、舍己为人、踏实肯干。2008
年，汶川发生地震，司圣现所在部队前去
救援，他带领部队官兵48小时内到达四
川广元车站，连夜徒步向灾区挺进，在道
路、通信中断的情况下，经过两昼夜攀
爬，终于到达目的地平武县水观乡。

随后，司圣现带领部队官兵，全面做
好清查、救助、援建等各项工作，使灾区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得到较快恢复。在
灾区 3个月，他们与灾区群众建立了深
厚感情，当他们即将撤离时，当地群众自
发前来送别。

20余年军旅生涯，给司圣现带来了
宝贵的经历和荣誉。1998年抗洪时，他
荣获个人三等功；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
荣获个人三等功；1999年，作为指导员的
司圣现就带出了标兵连队，并荣获个人三
等功；多次被评为集团军先进个人。

2009年 12月，司圣现退伍，进入夏
邑县公安系统工作，先后分管特警、后
勤、监所管理等工作。他退伍不褪色，始
终坚持军人的优良作风。2013年，他荣
获个人二等功，2014年和 2015年，司圣
现带队跨国破获多起电信诈骗案，追捕
犯罪嫌疑人8人。

司圣现的儿子司伟鹏，在父亲的影

响下，心中也早已埋下当兵的种子。
“我入伍时，父亲与我彻夜畅谈。每

次送我到车站，回家后都会痛哭一场。
当我的下一代也决定当兵时，我终于理
解了父亲当时的心情。”司圣现说。

同样的促膝长谈，发生在司圣现和
司伟鹏父子间，这是传承，更是三代铁血
男儿对绿色军营的向往和保家卫国的雄
心。

2019年 9月 16日，司伟鹏穿上了军
装。离家那天，司伟鹏披红戴花，登上了

“光荣入伍”的运兵车。离别那一刻，司

圣现望着运兵车，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在部队，司伟鹏发扬军人家庭的优

良作风。2020年 7月，淮河流域发生洪
水，司伟鹏主动写下请战书加入突击队，
2020年 8月 2日，他随部队抵达淮河阜
阳段，为了扛沙袋方便，作为通信兵兼报
道员的他将相机捆在胸前，一边加固大
坝，一边记录下感人点滴，为部队提供了
众多抗洪抢险的宝贵资料。

司家三代，代代从军。他们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忠于人民的坚定信仰，诠释
了报效祖国的军人情怀。7

□本报记者 汤传稷

7月 25日，本报“基层之声”版刊登了题为《谁来承担我的
工伤后续治疗费》的群众来信。7月 26日，记者获悉，当事人张
述东的工伤后续治疗费问题已有了解决方案。

据张述东反映，他于 2021年 12月 4日在中建七局观湖景
园劳务生活区工地干粉刷活儿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经诊断，
伤情为闭合性颅内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枕骨骨折，腰椎
压缩性骨折。第一次手术出院后，即将进行第二次手术时，用人
单位未能及时支付治疗费。张述东的来信经本报刊发后，用人
单位河南科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积极筹措治疗费，双方并就该
起工伤纠纷达成协议。在前期已承担的治疗费的基础上，该公
司共计赔偿张述东27万元，分三次支付，第一笔手术费用10万
元已支付到位，目前伤者已顺利住院，等待安排颅骨修补手术。
余下的钱款，第二笔款在8月30日之前支付8万元，第三笔款在
12月 30日之前支付9万元。

张述东说，感谢党报为一名普通打工者提供帮助，也感谢有
关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如今治疗费有了着落，他将积极配合
治疗，希望最终完全康复。7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贺

2022年 2月 9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做好惠企纾困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指出，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且受疫情
灾情影响不能正常经营的中小微商贸企业、个体工商户，免收3
个月房租，减半收取6个月房租。

《通知》发布以后，河南网上问政新平台——顶端新闻“我想
@领导”陆续接到商户反映，称自家商铺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
房但还未享受房租减免政策，想请相关部门予以协调。接到反
映后，记者积极与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沟通。其中多数问题已
得到妥善处理，解了不少商户的燃眉之急。

●商户称房租减免没到位，相关部门迅速协调落实
郑州商户李磊（化名）的商铺位于花园路与农科路交叉口，

每个月租金两三万元。因为疫情等原因，年初商铺生意受到影
响。

3月份，李磊通过平台反映，自己2月 15日看到减免房租的
政策，但一个月过去了，并没有接到减免房租的通知。他称，该
商铺的产权属于河南省农科院，按照政策能够享受15万元左右
的房租减免。

接到反映后，记者迅速与河南省农科院联系。“留言网友所租
房屋属从我院房屋承租户手中转租而来。目前，最终租户与房屋
承租户已经就房租问题协商一致。”河南省农科院工作人员说，在
上期所交租金到期后免收2个月的租金（落实2021年减免的2个
月租金），最终租户已经享受到2个月免租的政策优惠。

●小微企业经营难平台转办后减半收取6个月房租
“这段时间，火车站地区商户基本处于闭店状态，加上店员

工资、房租等，资金周转困难。”4月，承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郑
州市二七区分公司）房屋的小微企业主王先生在平台留言，他已
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但仍未享受到政策优惠。

接到反映后，平台记者迅速与二七区委宣传部联系。经二
七区委宣传部联系协调，该邮政分公司报请上级部门会商，房屋
租赁双方已达成减免协议，对2022年 4月至2022年 9月房租进
行6个月减半优惠。

●商户反映第三天租金减免已到位
5月 30日，在郑州二七路租用门面房的商户刘先生反映，

他的商铺租金一直没有享受政府的减免政策。
接到反映后，平台记者迅速与金水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

联系。6月 1日，金水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回复，已按政策进
行房租减免。

“该处门面房产权人为郑州市公共住宅
投资有限公司，由区中心受委托代管，区属困
难企业京华实业有限公司租用其中一部分。”
金水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说，已
积极协调京华公司与实际租户，要求公司按
照政策进行租金减免，目前该租户应减免租
金已经完全减免到位。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感谢县领导，感谢巡察、工信、县电力等部门鼎力支持，解
决了我们企业的烦心事！”

前不久，河南国网自控电气有限公司负责人梁庆峰，对助企
纾困的沈丘县工信局工作人员连声致谢。

据介绍，河南国网自控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智慧配
电网系统研发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沈丘县的重点招商企业，
兴建于沙北工业园区内。

然而，即将竣工投产之际，该公司却遇到了烦心事。原来，
位于该公司正门口的一根高压线杆，正处于设计图纸中大门的
正中间，影响正常施工及公司投产后的车辆出入。

县有关领导带领工信、电力等部门在开展“万人助万企”
调研工业项目建设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随即指派工信、电
力等部门与企业沟通，限期解决问题。经现场勘察得知：这
根高压电线杆高度 18米，承载两条 10KV 线路，供电面较广，
用电单位较多，且正值夏季用电高峰，移位难度较大。怎么
办？

企业利益无小事。县委巡察办与县工信、县电力等部门于
是现场办公，商议制定解决方案，决定待机行事。6月 27日，沈
丘县迎来了一次强降雨天气，大风造成沙北部分线路跳闸。当
天 14时 20分，雨量逐渐减小，县电力部门会同北城供电所，抓
住空当时间，组织抢修突击队，与时间赛跑，紧急施工。经过 1
个小时40分钟的连续作战，困扰河南国网自控电气有限公司的
高压线杆终于成功移位。

“企业发展好了，才能稳增长、保就业、惠民生，促进全县社
会经济向好发展。”沈丘县副县长张燕说。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暑假，只要天凉快，李浩然就会叫上同
伴，去球场上踢足球。在他看来，足球充满
了魔力。如果不踢，就失去了很多乐趣。

李浩然是邓州市刘集二初中七一班学
生。前不久，在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
长杯”暨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
中，李浩然所在的刘集镇二初中足球队荣
获直管县市初中男子组一等奖。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该校副校长郭
有朋特别兴奋，“当初定的目标实现了，从

‘市长杯’比赛冲到了‘省长杯’比赛”。
2018年秋，该校成功申报河南省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每周三节体育课，其中一
节是足球课。学校专门组建了足球队，从
各个年级选拔苗子。起初，家长们并不看

好这项运动，觉得农村孩子不会踢出啥名
堂来。

刘集镇中心校校长姚瑞鹏，非常支持
该校的足球运动，3名教练黄贵耀、肖文朝、
郭瑶，都是科班出身。体能训练、技能训练、
品行教育，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

为调动学生训练积极性，发现苗子，该
校每个学期都要举行“校长杯”足球赛，评选
出“最佳射手”“最佳防守”“最佳守门员”等
奖项。2019年 5月，该校在邓州市中小学
校园足球“市长杯”比赛中荣获第六名。
2021年5月，该校在此项比赛中荣获季军。

进步的不仅是名次，更是同学们的成
长。刘毅是学校足球队前锋，九年级学
生。“原先我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动手。
通过足球训练学会了团结协作、赏识别
人。比如说传球出现失误，如果一味地指

责同伴，任何改变都没有。赏识别人就不
一样了，可以有反击机会。”刘毅笑着说，

“足球训练让我变得坚强。遇到不会的数
学题，我认真思考，问同学，问老师，从来没
有想到过放弃。”

“刘毅八年级时成绩靠后，我告诉他将
来高考的时候可以走足球专长这个渠道。
有了奋斗目标，他的文化课进步非常快，今
年中考成绩不错，可以考到理想的高中。”
郭有朋说。

八二班的张鑫淋踢的是中锋，偶像是
C罗。他刚踢球时家长并不支持，怕他受
苦。张鑫淋有自己的主见，坚持踢足球，改
掉了闲暇时间手机不离手的坏习惯，明白
了只有努力才能改变自己。课余时间他抓
紧时间学习，已经进入班级前30名。

在学校足球队，七二班的何势则改掉

了说脏话的坏毛病。“教练对我说，再说脏
话，就别来社团了。”

据介绍，刘集二初中现有足球、乒乓
球、魔方、朗读等20多个社团，几乎让每一
个学生都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双减’之
前，学生苦，老师累，家长身心疲惫。‘双减’
之后，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发现了
自己的闪光点，找回了自信，学习中劳逸结
合，全面发展，成绩不但没有下滑，反而都
稳中提升了。”郭有朋很自豪。

今年“省长杯”比赛，刘集二初中拿到
的是第六名，是直管县初中组球队中唯一
一支来自农村学校的球队。“比赛中，我们
的优势是体能好、拼劲儿足，差距是见的世
面少，心理素质不够强大。”郭有朋分析认
为，“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先从‘市长杯’做
起，希望明年拿到‘省长杯’奖杯。”7

《谁来承担我的工伤后续治疗费》一
文有结果——

双方已达成协议

落实减租纾困政策
解除商户燃眉之急

移位电线杆 架起连心桥

他为国戍边 我用爱持家

编者按 他们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在祖国的边防默默坚守；他们是吃苦耐劳的英雄，在军营的土地挥洒汗水；他

们是无私奉献的英雄，在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他们是军人，他们也是儿子，是父亲，是丈夫，是一个家庭的脊

梁和传承。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7

三代从军路 一脉家国情一脉家国情

在夏邑县“三代从军 情系国防”最美家庭表彰大会上，司圣现获颁荣誉证
书。7 夏天 摄

聚少离多的夫
妻俩感情甜蜜。7

闫占廷 摄

吴文娟向孩
子们展示爸爸的
荣誉证书。 7

闫占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