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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年一样!

!

月
"#

日
$

农历八月十

五
%

!"全国模范敬老院# 上蔡县杨集镇敬

老院的
&&'

名"五保$老人度过了一个欢

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宽敞洁净&设施齐全的敬老院内!

!"

张摆满月饼&苹果的桌子一字排开% 一曲

由老人们自编自演的快板书 '还是党的

政策好(拉开了庆祝活动的帷幕% 穿戴一

新的老人们和镇干部一起吃月饼& 赏明

月!灿烂的笑容写在脸上%

)今天政府给俺送来了鸡&鱼&肉!晚

上又送来了月饼和苹果! 俺这心里呀热

乎乎的*$

()

岁的白连重老人至今已在敬

老院整整生活了
&&

个年头% )俺觉得!今

儿个月亮特别圆!党的政策好!俺真是享

上清福了* $

迫在眉睫的!民心工程"

上蔡县有)五保$对象
*+,*

人!经济

基础差&人口基数大% 同时!上蔡县也是

)中国重阳文化之乡$! 尊老敬老蔚然成

风%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

进程中! 上蔡县委& 县政府经过调查发

现! 部分乡镇的敬老院大都建于上世纪

!'

年代初!由于建设时间较早!敬老院普

遍存在着建设规模小&设施配套落后&安

居环境较差等现实问题! 远不适应当前

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需要%

按照)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

水平管理$的工作思路!

+''*

年初!上蔡

县提出了敬老院建设水平
&'

年不落后

的总体目标!把敬老院建设作为一项)民

心工程$来抓!着眼形成多功能&综合型

的农村社会福利中心! 力争每所敬老院

都达到或超过省级标准%

建设敬老院!资金是关键% 上蔡县压

缩办公经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把节省

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到了敬老院建设上%

县里拿出
(-'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敬老院

建设! 同时采取在外事业有成人员捐资&

授予敬老院冠名权&县直单位帮建&干部

职工捐款等形式!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全国人大代表&)感动中原十大人物$&深

圳全顺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为家

乡敬老院建设捐款
*'

万元! 建起了以个

人名字冠名的)朱里镇全收敬老院$%

从!分散供养"到!集中供养"

敬老院规模扩大了!)五保$ 老人愿

意不愿意入住+ 从)分散供养$到)集中供

养$!这无疑是一场观念的变革% 要说服

老人们离开生活几十年的家园! 搬进敬

老院生活并不容易%

不出所料! 老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疑

问,)人那么多!会不会太吵闹+ $&)大锅

饭!吃好吃不好+ $ )还发不发零花钱+ $

)带不走的家产咋办+ $)人走茶凉!还留

不留回家看看的路+ $)-久病床前无孝

子.! 服务员和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伺

候咱会是个啥样+ $为尽早使这些老人打

消顾虑
.

上蔡县先后召开)五保$老人代表

恳谈会!邀请老人试住 !并在定补的基

础上额外增加伙食补贴!按每
&'

名老人

配
&

名服务人员的标准招聘服务员!制

定并严格执行敬老院管理的各项制度!

使得越来越多的老人搬进了敬老院%

截至目前!该县共筹措资金
,'/,

万

元!新建和扩建敬老院
+/

所!新建房屋

+,)(

间!集中供养)五保$老人
/,*+

人!

集中供养率达到
)'0/1

! 提前
,

年完成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五保$对象集中供

养目标任务%

!上蔡模式"引起关注

宽敞洁净的老年公寓&四季常青的

园林式庭院 &设施齐全的娱乐大厅 !菜

地里白菜生机盎然 ! 猪圈内生猪膘肥

体壮//

上蔡县创新敬老院管理机制 !在提

高服务水平的同时!积极引导乡镇敬老

院发展院办经济!走出了一条特色养院

之路 ! 既弥补了敬老院经济不足的问

题 !又提高了 "五保 $老人的生活水平 %

这一经验得到国家民政部的肯定!被称

为敬老院管理的"上蔡模式% $

具体说来 !这一模式就是 "以院办

厂 !以厂补院 !以厂富院 $!充分利用土

地 &人力资源 !积极开发种植 &养殖 &加

工等短&平&快项目!不仅增加了敬老院

的收入!而且丰富了院民的生活% 杨集

镇敬老院创办了一个鼠药厂和一个建

筑公司 !还利用当地产业优势 !建起了

以优质粮种开发为主的"民政庄园$!年

收入达到了
+''

万元% 目前!敬老院不

仅建起了设施齐全的"老年公寓$!还为

在这里居住的
""+

位老人购买了健身

和娱乐器材 !组建了老年演出队 !实现

了院落园林化 &食宿宾馆化 &服务系列

化&活动经常化!被命名为"全国模范敬

老院$% 无量寺乡敬老院开展食用菌种

植!年收入达
+'

多万元%

!#

记得小时候! 每年正月都有吹糖人

的走街串巷"这些手艺人既吹且捏!竟把

糖稀吹捏出千姿百态的动物等! 吸引着

一群群孩子和好奇的人们"可惜的是!近

年来这些能工巧匠越来越少了"

去年春节!笔者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

乡!又看到了吹糖人的" 我像小时候那样!

和孩子们挤在一起! 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地

看得入迷"最后!索性买了两个#小猴子$送

给孩子们玩!孩子们感到新鲜!便问我%#这

是怎么弄的& $我随口说道%'吹的( $

话一说出口! 不禁使我想到了前些

年一些单位的典型'经验$"不是吗&有的

单位的典型'经验$!不是颇有点像吹糖

人用的糖稀吗&愿意怎么吹就怎么吹!需

要什么就吹什么!随心所欲!毫不费劲"

吹糖人受温度的影响!再就是手艺了"但

吹'经验$可以不受限制!只是根据政治

气候的变化来变化"同一个'典型$!大学

习时!是学习模范)植树造林时!又成了

植树标兵"明明是单向经验!却偏要吹得

万般灵通" 不管形势怎么变化! 时髦的

'经验$总可以拿出来!甚至是添油加醋!

变腔走调!既糊弄上级部门和领导!又惹

群众反感和恶心"

同样是吹!吹糖人和吹'经验$!却有

很大不同%糖人是甜的!可以玩!可以吃!

不少人喜欢它)而吹出来的这些'经验$!

听着是玄的!做起来是行不通的!不仅败

坏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 而且坑国

害民!人人厌恶"

吹糖人的艺人!你吹吧!没有人去砸

你的锅" 吹'经验$的人!可别再吹了!还

是'歇业$为好"

!/

本报收到西平县杨庄乡仪封村残

疾人赵严合的求助信后! 即转函西平

县政府% 近日!西平县政府回函本报!

称收到转办函后! 县政府领导高度重

视! 县长王新强立即签批, 请县总工

会&民政局&杨庄乡政府按有关政策给

予救助!县法院要采取措施!加快驻三

终字
2+''-3*'(

号'判决书(的执行%其

孩子在河南农大上学期间!县&乡两级

政府已多次对其予以救助% 现将救助

情况回复如下,

一& 西平县总工会从贫困大学生

救助资金中拿出
+'''

元给予其孩子

以救助! 县总工会主席周贵平代表县

委&县政府带着大米&面粉&食用油等

物品到其家中进行慰问%

二& 县民政局在为其家庭解决农

村低保的基础上!又拿出
,'''

元对其

孩子上学困难进行救助%

三&其所在的杨庄乡党委&政府积

极组织乡直机关干部职工!伸出援助之

手!奉献爱心!为其孩子捐款
+'''

元和

部分物品 ! 乡政府又从乡财政拿出

&'''

元资助其孩子上大学%

四&为加快对驻三终字
2+''-3*'(

号'判决书(的执行!西平县法院抽出

专人到漯河等地寻找被执行人! 经县

法院合议! 决定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

措施! 并多方做被执行人之子赵伟的

工作!达成如下协议,赵伟愿用其父母

+0-

亩的责任田交与申请人租种
+'

年! 或将土地承包金每年
&-''

元分

+'

年交与申请人!直至被执行款给付

完毕为止%

!*

! ! ! !

一农民欲买其兄的房产未成!便放火

焚烧其兄房内的物品%近日!新野县人民法

院一审以放火罪判处被告人李子秀有期

徒刑
$

年!缓刑
%

年%

被告人李子秀系新野县城郊乡袁庄

村农民!欲买其兄李某房产!不料李某却

将房产卖给别人!李子秀心怀不满%

&""#

年
$

月
$"

日
'

时许!李子秀伙同其子李

红俭0另案处理1翻墙进入李某家中 !撬

开院门!李子秀用携带的柴油及火种将房

内的平柜&餐桌&椅子等点燃!引发大火后

逃离现场%经鉴定!大火造成经济损失
!0(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子秀伙同他

人!故意放火焚烧公民财物!可能引起不特

定范围内重大公私财产被焚毁的后果!其行

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已构成放火罪%

!(

新野县 王星韬 张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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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模式"引发的!五保"养老话题
本报记者 赵琳娜 本报通讯员 董爱国 宋永亮

西平%

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
残疾人父子得到救助

近日! 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

医疗过错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 个

体医生郑某被判赔偿患者黄某各项经济

损失共计
(

万元%

&""'

年
$

月
!

日! 患者黄某因右

胳膊疼痛!到个体医生郑某处就诊% 郑

某检查后说是肩周炎! 并当即对黄某

实施注射及推拿治疗! 因郑某操作不

当!致使黄某肌腱断裂% 后黄某到省中

医学院一附院治疗!共花医疗等费用
(

万余元% 黄某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左

肱骨近端骨折并肩关节脱位及肌腱损

伤!属七级伤残%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郑某因操作

不当!致伤原告!存在医疗过错!应对黄

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遂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

邓州市 李雪存 海洪泽

日前! 安徽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安徽省全民健身

条例(% 条例规定!学校要保证学生每天

至少锻炼
!

小时! 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

全校性体育运动会%

按条例要求! 学校应按国家规定的

课时实施体育课教学!开展课间操&课外

体育活动&课外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同

时!学校应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定期

组织学生进行体质测试! 把体质健康情

况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 将体育

课列入学生学业考试科目%

'安徽省全民健身条例( 还规定!公

共体育设施每天开放时间一般不少于
#

小时!并与当地公众的工作&学习时间适

当错开! 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

应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政府投资兴建的

公园和其他可以健身的公共场所! 应逐

步向公民免费开放% 新建&改建&扩建的

居民住宅区!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

应的体育健身设施! 并与其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

小玉

安徽%

立法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吹糖人和吹!经验"

西华县 刘忠全 赵金山

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题

0%!", 0.()1.

治疗不当致伤残 赔偿患者四万元欲买兄房未如愿 放火焚烧被判刑

编辑同志#

我和妻子于今年
'

月份经法院

判决离婚!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

依法进行了分割" 但前几天我在收拾

东西时! 发现妻子遗漏家中一存折!

上边存款
!0#

万元! 而这
!0#

万元在

离婚时没有进行分割!现在我还能再

起诉要求分割吗&

读者 张振强

张振强同志#

你可以重新起诉!要求分割这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万元%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

另一方财产的 !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对隐藏&转移 &变卖 &毁损夫妻共

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

或不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

行为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据此!

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你

妻子隐匿的存款%

!)

漯河市 许凤梅 付春红

离婚时隐匿的存款
是否能再起诉要求分割#

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眼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为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

'()2.()$,.*+.

路砖绿化孔成了!烟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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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

在洛阳市郑州路与景华路交叉

口!区隔快慢车道的道砖!原本是种

植绿草所用! 但一排排圆孔全部成

了'天然$的烟灰缸" 每个圆孔内!各

种品牌的香烟烟蒂塞得满满的 !打

眼望去!黄黄的一片!十分醒目"

据环卫工人介绍! 一些市民喜

欢在这里打牌!最多时有
!""

多人!

'烟灰缸$ 是这些打牌的市民所为"

他们抽了烟就乱丢一地! 有的干脆

把烟头塞进砖孔里! 造成了现在的

现状! 给环卫工人打扫卫生带来很

大的不便"

!$

石子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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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福 利 彩 票 ! 七 乐 彩 " 开 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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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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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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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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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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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山东省聊城市股骨头病专科医院主任医师乔士华!运用

中医药理论指导!不做手术'不住医院'不拄拐杖'不怕负重'

服药不忌口"% 使用国家专利药物!百日骨康散"!治疗股骨头

无菌缺血性坏死病!

%

个疗程症状明显缓解!出现腿部力量加

大!活动幅度加大!适应性增强!腿由凉变温!不再有疲劳很累

的感觉% 拍片显示坏死骨裂解吸收!看到了治愈的希望% 治疗

(

个疗程后拍片显示新骨再生基本完成% 患病在
!

年以内者

愈后基本不留后遗症!不丧失劳动能力&不复发!重症患者达

到生活自理!治疗时间约一年%

服用中成药!百日骨康散"治疗股骨头坏死病是一种没有

心理负担&安全可靠&效果较快&费用较低的保守治疗方法%

根据
%'

多年的临床病例总结得出!凡是服用!百日骨康散"并

能积极配合劳动锻炼的患者!不管是什么原因诱发引起的股

骨头坏死病!均能收到较为满意的疗效%

乔士华大夫自
*#$&

年至今已接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

者
!+"

万多人次! 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已赢得广大患者

的良好口碑% 乔大夫的信念是,治愈一例病人解放一个家庭%

外埠患者已经确诊者不必前来!可邮购药物%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古楼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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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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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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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

!"#$%&'()*+,-

国家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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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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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全国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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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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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就由我省濮阳
(*'#'''!

号福

彩投注站彩民中得%在众人的企盼中!两

位中奖彩民姗姗而来%

)其实我们是一个三人购彩联盟$!

两位中奖者异口同声解释道!)那个人出

差去了% $说起他们当初联盟的事!两位

有些不好意思地介绍, 三个人不一个单

位但一个系统!关系不错!都爱喝酒!所

以经常一起喝个小酒! 三个家庭也时常

搞个小聚会% 一次聚会中! 他们喝到高

兴! 高谈阔论中都说起自己在彩票中的

得失%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其中一位

的妻子提议说!)只见你们天天喝酒!天

天谈彩票!以后少一起喝酒!多一块儿研

究研究彩票!得了奖让我们也沾沾光!不

得奖!也对你们身体有益!我们少担心点

儿%$一语惊醒梦中人!仨人一想)我们怎

么没想到集中力量一起买彩票呢%$于是

一个三人购彩联盟成立了%

成立后!仨人发现真的是各得其所!

经常出差的王先生不必再担心因错过购

彩错过中奖机会了!喜欢研究号码&自选

号的张先生感觉财力明显增强! 选号多

少上&以及投注方式有更广的选择!而本

来就机选的李先生)没太大感觉之外!还

是知道自己的中奖机会理论上比单干时

多两倍$%在共同的约定和长期以来相互

信任的基础上! 大家把选号和投注的重

任交给了张先生%

)这次知道中奖后!当晚老张就通知

了我们$李先生说!)当时老王在外出差!

大家平常总在一起猜想中了
&''

万的彩

票都啥样!有没有特殊的征兆!现在自己

中了!还是想看一下!见证一下!所以一

直等他回来看这张彩票! 商量找个时间

一起领奖!谁知又碰到他出差!我们俩就

多数代表全体来领奖了% $

兑完奖!俩人有些唏嘘和戏谑地说!

)三个-臭皮匠.!现在也是张百万&李百

万&王百万了!这实实在在的感觉可赛过

诸葛亮% $ *豫福+

#

月
"

日! 河南福彩
%%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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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开奖!当期出人意料的再

次中出了唯一一注一等奖! 单注奖

金
%'

余万元 !据悉 !有幸中得这注

超值大奖的彩民是位于安阳滑县的

瓦岗寨乡的第
(*&&'(&%

号投注站

购买的彩票! 中奖的彩票是一张两

元的单式票%

上周五! 这位幸运的滑县彩民

李先生来到了省福彩中心的兑奖

厅 ! 领取了这注
%%

选
&

超值大

奖% *豫福+

安阳彩民
&

元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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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

超值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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