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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你俩真是‘活雷锋’啊，帮了俺大忙！”

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警官杨国建握着河南

农业大学保安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说

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并向该校武装保卫

处送上感谢信和锦旗。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2月26日早上，杨国

建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到单位上班，当他

从河南农业大学东大门前经过时，摩托车后

备箱不慎从车上掉落至马路上，由于正值上

班高峰期，人声嘈杂，他根本没有察觉到。

当时正在学校东大门值班的马广亮、

徐国庄两名保安见此情景后，为了避免后

备箱被机动车辆轧坏，顾不上来往的车流

带来的危险，快步跑过去将箱子捡起，看到

骑车人已经走得看不见了，便立刻委托保

安队长把箱子交到了保卫处。该校保卫处

处长雷振华立即让工作人员对后备箱内的

物品进行了认真清点，发现里面装有身份

证等几张证件、三张银行卡、手机及900余

元现金等物品。由于怕失主着急，保卫处

根据失主手机中的联系人信息，连续多次

拨打电话，最终联系上了杨国建。

当杨国建从农大保卫处接过失而复得的

物品时，激动万分，感谢农大保卫处有这样一

支高素质的队伍，感谢像“雷锋”一样拾金不

昧的保安。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杨国建说：

“当我到单位门口时，才发现东西掉了，心想

肯定找不回来了，农大保卫处的同志联系上

我时，我已经到了银行服务大厅正准备办理

挂失手续。”他还说，让他焦急万分的不仅是

各种重要证件和手机、钱包全在丢失的后备

箱里，关键是银行卡上刚存入的几万块钱是

自己本来准备马上打给孩子交学费的钱。

据该校保卫处雷振华处长介绍，学校

保卫人员在值班巡逻过程中，经常会捡到

一些遗失物品，都会千方百计如数交还到

失主手中，仅2013年就捡到各种物品30余

件，先后收到表扬信、感谢信和锦旗等10余

件。他还表示，会对两位保安拾金不昧的

行为给予奖励，也借“学雷锋日”之际，在保

安队伍中传递争做好人好事的正能量。

上接第一版

2008年成立的商丘水上义务救援队，成

员从当初的13人增加到80人，始终本着“义

务救援”的宗旨，参与救援300余次，挽救了

40多条生命，打捞遗体150多具。救援队没

有收取一分钱，真正做到了“义务救援”。

此外，由商丘市义工联和京九晚报主办

的“爱心顺风车”活动也在当日启动，现场广

泛征集爱心人士，组成“爱心顺风车”，并向

100多位私家车主发放了“爱心顺风车”标志，

提供义务接送、顺风车免费服务。

关爱帮扶做“商丘好人”

据悉，近年来，商丘共有5人获得全国、全

省道德模范或提名奖，75人获商丘市道德模

范，20人获商丘市道德模范提名奖，3人获商

丘市道德模范特别奖，45人入选“中国好人

榜”候选人，12人入选“中国好人榜”，5600多

人入选“商丘好人”信息库，580名“商丘好人”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了倡导和树立“好人好报”价值取向，

商丘市协调爱心组织、企业和个人成立商丘

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该协会开展的帮扶

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2月27日，商

丘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回访座谈会召开，

部分成员单位、爱心企业及“商丘好人”代表

参加会议。“送药哥”姜德强、“弯腰哥”张

伟、商丘水上义务救援队等7名“商丘好人”分

别获得爱心企业捐赠的5000元至5万元不等

的爱心款。

多措并举让好人蔚然成风

为把“商丘好人”打造成一个道德品牌，

壮大好人队伍，该市还多次举办了由省、市专

家参加的“商丘好人”群体现象研讨会、座谈

会，解读、梳理、探讨“商丘好人”群体现象，弘

扬本土文化，扩大道德建设成果。

新时代，商丘通过多种方式学雷锋。积

极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丰富平民化的推荐

平台，不断挖掘民间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利

用道德模范宣讲会、广场文化演出活动等多

种形式，将好人好事编成小故事、小节目，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同时，通过全面推进道

德讲堂建设，目前全市共建立了560个道德

讲堂，举办宣讲活动2291余场，受益群众达

50多万人次，切实将道德讲堂打造成了广大

干部群众的精神家园。

一件件感人的事迹被崇敬效仿，一个个

响亮的名字被广为传诵，还有不断涌现的道

德建设创举被发扬光大。这些，都将引领全

民向美向善，共同构建美丽商丘。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韩娉

婷）每年的3月5日，在清丰县城乡各运

营线上都会看到统一贴有“雷锋车”标

志的公交车免费搭载乘客。经过几年

的运营，这支车队已经是清丰县客运行

业的一张服务名片。

“去年我就想加入车队，可惜时间

晚了没报上名。”3月5日，车队女司机

常艳华说，还没加入车队前，有一次在

车站“等活儿”，一名乘客本来准备乘坐

她的车，“都拉开车门了，扭头看到旁边

有辆‘雷锋车’，二话不说就朝那辆‘雷

锋车’走去。”这次经历让常艳华直观感

受到“雷锋车”的魅力。今年报名热线

一开通，她立马递交了申请。

“这些司机师傅的义务服务,释放

了社会正能量，希望能够带动我们身边

更多的人加入到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的

行列。”市民刘瑞丽接受采访时表示。

3月5日，延津县电业局的志愿者为

贫困学生送去书包等学习用品。据了

解，在共青团延津县委的倡导下，该县多

个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志愿者，参加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传递爱心正能量。

李聪摄

3月4日，由灵宝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践行核心价值观 争做最美灵宝人”志愿服务活动在该市尹庄镇东车村举行，来自该市社会各界的

20余名志愿者向15名留守儿童赠送图书及学习用品，并和留守儿童结对子，作心理健康辅导。 段景波摂

本报讯 3月4日，平顶山恒佑门窗制造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站在机车

旁，生产郑州客户订制的门窗。公司总经理

杜成向记者介绍说，从今年1月4日开业以

来，订单就源源不断，家乡的人经过县劳动

就业部门的培训后，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现代

化的生产方式。

今年49岁的杜成是叶县任店镇瓦店村

人，在外打拼20多年，先后成立了河南恒基

建设集团平顶山分公司、平顶山恒城实业有

限公司、河南恒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多家

公司。为助力家乡经济发展，去年返乡投资

800多万元成立了平顶山恒佑门窗制造有限

公司，安排家乡30多名农民工在公司工作。

据了解，在叶县，杜成仅是众多返乡创

业助力家乡经济发展的成功人士之一。

叶县在外务工人员有20余万人，其中有

不少身家过亿的成功人士。为引导他们返

乡创业，该县每年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召开

外出创业人员座谈会，通报家乡经济建设、

投资环境和发展思路等情况，引导他们返乡

创业。

为给返乡人员提供良好创业“平台”，该

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对返乡创业

人员视同外商享受同等优惠政策，从税收、

用地等方面明确具体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

施。对个别大项目还采取“一企一议”的办

法，给予特殊倾斜。针对返乡创业者面临的

建设用地等方面的困难，积极采取措施协调

解决。

如今，该县已呈现“群凤”争相“还巢”态

势。常村镇文集村党支部书记潘世佑多次到

深圳动员村民李院生返乡创业，最终李院生

于去年10月返乡投资1500万元创建了平顶

山市浩贺家具有限公司，填补了该县没有大

规模、高档次家具的企业空白。夏李乡孙庵

村樊连伟返乡投资200多万元建成了叶县红

太阳食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农户”的模式发

展养鸭业，带动30多家农户从事该行业。

目前，该县已有130多人返乡投资创业，

投资领域涉及机械制造、畜牧养殖、现代农

业等领域，总投资达10亿余元。

本报讯（记者张莹实习生

张钰通讯员汪军）随着“三八节”

的即将到来，从3月5日起，郑州

交运集团客运二公司在郑州中心

站（旅游站）和新北站开通了郑州

至云台山的直达旅游大巴。

郑州至云台山的直达旅游

大巴每天两班，旅游班车使用的

是53座的旅游大巴，一票直达，

车辆停靠在云台山景区门前的

第二停车场。乘客可前往郑州

中心站和新北站乘车：中心站每

天7点30分和8点30分发车，

下午15点30分和16点30分从

云台山发车，票价47元；新北站

每天 8点 30分和 9点 30分发

车，下午15点30分和16点30

分从云台山发车，票价45元。

据了解，3月1日至3月15

日，云台山对游客实行门票半价

的优惠政策：门票75元，景区区

间交通票60元，为迎接“三八

妇女节”，景区推出女性朋友仅

凭60元的区间交通票即可畅游

云台山的服务。为此，郑州交运

集团客运二公司已经做好了迎

接客流高峰的准备，在郑州至云

台山游客高峰时，将实施“河南

快客大巴”、“郑焦商务快巴”及

“郑焦城际公交”的运力联动机

制，随时增班，最大限度满足旅

客云台山旅游需求。

3月3日，记者走进舞钢市

武功乡后营村的乡村道路上，看

到一块块苗圃、一畦畦树苗，在

农户的精心抚育下茁壮成长。

挂着京、冀等外省牌照的货车穿

梭于苗圃之间，让老乡们忙得不

可开交。“俺村经营苗木花卉也

不过近20年的历史，但现在村

里一半以上的人从事苗木花卉

培育，年销售额已达600多万

元，人称‘苗木村’。”村党支部书

记张遂和自豪地说。

今年48岁的张振荣是后营

村苗木种植大户，他流转承包土

地100余亩，一年收入60多万

元。走进他的种植基地，7万多棵

金桂、1万多棵红叶石楠和5000

多棵大黄山栾等树种把基地装扮

得像个植物园，沿着泥土小路向

里走，一路一景，曲径通幽。

“以前想都不敢想。”张振荣

说，高中毕业后到深圳打工，辛

辛苦苦干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

日子仍过得紧巴巴。一次，他参

加厂区绿化，听说一棵树动辄就

是几百元，造型好一点的就是上

千元。这对他启发很大，产生了

家里有的是地，为啥不培育苗

木的想法。于是，他就让妻子在

自家责任田里开始育树苗。起

初培育一些果树苗、绿化苗。但

当时知名度不高，培育的苗木卖

不出去。张振荣并没有气馁，而

是到外地学习，转向从外地买来

桂花、紫薇等树木，发展精品景

观树。“现在有了自己的网站，并

与全国多个园林大户建立了合

作关系，真正实现了产业化、规

模化、信息化。”张振荣说。

后营村村民们看到张振荣

靠培育花卉苗木挣到了钱，买车

购房，也都跟着张振荣开始从事

苗木花卉培育。如今，他们抓住

当前市场对珍稀苗木需求量越

来越大的机遇，利用当地的自然

环境条件，开始培育桂花、石楠

等树苗。

据张遂和介绍，全村400多

户，2000多亩耕地，六成以上的

耕地都是苗木花卉，有的农户还

到周边的村庄流转土地栽培苗木

花卉，80%的人从事苗木花卉产

业，几家大型苗木企业还实现了

产业化、规模化、信息化经营，远

销新疆、河北等地。“不少都是网

上交易产品，需要什么树，传来图

片，几分钟就能完成交易，接着就

是运输。”张遂和说，“你看，那一

片樱花有30多亩，一亩樱花一年

纯利润不低于4000元。”

张遂和说，苗木花卉的兴

起，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来

苗木花卉基地照婚纱照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公路旁已有3家农

家乐饭店，下一步村里要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乡村摄影基地等，

让“绿色经济”绽放得越来越美。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段阳东）“以

前买东西得跑到县城里，一点都不方便，现

在家门口就有超市，啥都有，东西还便宜，

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3月5日，在农家超

市购物的确山县农民李富民告诉记者。时

下，在确山县三里河乡莲花村一个刚建成

的农家超市里，宽敞的店面，品种齐全的日

用百货吸引着附近的村民前来购物。

近年来，该县在启动“万村千乡”市场

工程后, 按照建设标准,制定了统一标准,

加快乡镇农村连锁农家店改造,使农民足

不出村便可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服务。目

前，在确山县农村农家连锁超市有1000余

家，覆盖率达到100%。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李炳辉）

连日来，在宜阳柳泉镇五树村北岭综合治

理工程现场，多年寂静的荒山突然热闹了

起来，只见几台大型挖掘机轰鸣声响，村民

正忙着浇水培土、栽植果树，一派热火朝天

的开荒造林场面。

开春以来，宜阳县抓住植树造林的有

利时机，强力实施生态林建设和重点绿化

工程，城乡各地到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劳动场面。

目前，宜阳县已通过土地流转、义务植

树等形式，栽植绿化苗木和经济林1万多

亩，力争全年植树面积达到5万亩，抚育改

造森林4万亩，全县建成了多层次、立体化

的绿色生态环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谢辛凌）“眼下，正是小麦返青

拔节的关口，你一定按要求追施

肥料促壮早发，兑药化控防治草

害，回头我还来看。”3月5日，在

沈丘县周营乡刘集村农民郭高

峰的一块麦田，该乡农业服务中

心的农技员徐其龙，仔细查看苗

情后，再三叮嘱。

“今年春管，俺可省心了，农

技员到田间查苗情，服务麦管让

农户‘点单’，有这么好的技术指

导，夏粮获得好收成不成问题。”

当日，正给麦田追肥的郭高峰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

为搞好当前的小麦春管工

作，夺取今年夏粮丰产丰收，该

乡抽调20余名农技人员，划片

包村，深入田间地头，查苗情、墒

情、虫情，根据不同情况，开具

“药方”，配制“营养餐”，采取技

术跟踪，分类指导农民科学管理

小麦。此举有效地提升了广大

农民群众的小麦科技管理水平。

与此同时，该乡还根据当前

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经商的实

际情况，要求辖区各村组织成立

小麦科技管理帮扶队，为家中缺

劳力的农户提供帮扶，从而加快

了麦管进度。

河南农大俩保安 拾金不昧“活雷锋”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杨青

通讯员周红飞杨沫

清丰县

“雷锋车队”献爱心
司机市民都欢迎

确山县

农家超市惠农民

宜阳县

打造立体生态环境

舞钢市后营村

六成耕地种苗木
一年销售600万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丁需学

通讯员刘海军

从省城去云台山
有了直达旅游大巴

沈丘县周营乡

农技员配制麦管“营养餐”

凡人善举筑起“道德高地”

叶县 优化投资环境 引来“群凤还巢”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坡

灵宝 志愿者结对帮扶留守儿童

延津县

倡导学雷锋
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赵国民马

童）3月5日，息县谯楼广场人头攒动。义务

理发、义务电器维修等10多个学雷锋志愿者

服务队一字排开。

在广场上的理发服务点，来自息县的

范雪梅师徒在给年逾六旬的和永珍老人剪

头发。范雪梅告诉记者，她开理发店20多

年了，平时7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生活困难

的顾客到她店里理发都是免费。3月4日，

她从朋友那里听说，县个私协会提议志愿

者服务队搞活动，今天她便带着徒弟一大

早赶来了。

该县的5位年轻理发师也组队来义务为

老年人和儿童理发，带队的吕杰提起开展志

愿者服务颇为自豪，一上午时间他们已经为

36个人理了发。据吕杰介绍，他们每年都要

定期到息县康乐养老院、夏庄敬老院义务为

老人理发洗头。尊老爱幼、奉献社会、方便他

人已成为这帮年轻人的行为准则。

息县文明办主任赵建军告诉记者，学雷

锋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在息县已蔚然成风，

全县登记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3000人。今

天的服务活动有近百名志愿者走上街头，服

务群众达300多人次。

奉献社会 方便他人
——息县街头学雷锋活动见闻

3月1日，汝阳县十八盘乡十八盘村的菇农在装袋料，为今春种

植香菇作准备。汝阳县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培训、资金扶持等形式，

积极扶持农民发展蔬菜、食用菌、水果等特色经济，促进农民增

收。 康红军摄

汝阳 特色经济助农增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