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培，快看，妈妈又给你翻跟头了！”

56岁的妈妈王水叶趴在床上翻了个跟头，

她那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女儿陈小培脸上绽

放着笑容，发出了可爱的笑声。3月19日

上午，郏县东城街道东方港湾社区存车处

的一个小房间里发生了这催人泪下的感人

情景。

“哎，水叶真是太坚强了，要不是她，躺

在床上的女儿早就不行了！”“太不容易了，

她的爱心付出一般人都无法做到啊！”提起

王水叶三年如一日照料植物人女儿的事，

小区里的居民们无不伸出大拇指由衷地称

赞。

漂亮女儿变成植物人

家住郏县薛店镇赵寨西村的王水叶一家

原本是幸福的。2010年春，一场大火将全部

家当烧毁。面对不幸，她和丈夫陈建通外出

打工以重建家园。她的小女儿陈小培也外出

到江苏太仓打工以减轻父母的压力。天有不

测风云，2011年1月27日晚，陈小培遭遇液

化气泄漏深度中毒，年仅22岁的她由一个漂

亮的女孩突然间变成了植物人。

为给女儿治病，王水叶和丈夫拿出打工

挣的钱，又借遍了亲友，将女儿从太仓接到中

国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治疗。由于陈小

培没有任何的意识，吃饭全靠用插胃管的方

式输进一点稀汤来维持。3个月里，王水叶花

光了所有的钱，无奈和丈夫一起带着女儿回

到老家做保守治疗。2011年7月11日，由于

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精神打击，加之操劳

过度，陈小培的爸爸陈建通突然离开了人世。

坚强妈妈精心照料女儿

面对家庭的不幸，王水叶选择了以坚强

来挑战现实。为了照顾好小女儿，丈夫去世

不久，王水叶就带着陈小培居住到了郏县东

城街道东方港湾社区大女儿陈培培家中。女

儿大小便失禁，她准备了大量的尿布给女儿

垫着，只要女儿方便了，她就赶紧将塑料布给

更换掉，再铺上新的尿布。为了让女儿恢复

知觉，她每天坚持用开水给女儿泡脚，擦洗身

子，用手揉搓腿部。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护

理，陈小培终于去掉了胃管，能靠喂饭的方式

进食了。尽管喂一次饭都需要半个小时，可

这毕竟让王水叶看到了女儿康复的曙光。

母爱唤醒植物人女儿

在王水叶的精心照料下，三年来陈小培

没有生一次褥疮。为了逗女儿开心，王水叶

没少在床上翻跟头，也没少故意摔倒在地

上。每当她在床上翻跟头时，女儿就朝她笑

起来，她故意摔倒时，女儿就会流泪。看到女

儿能给她笑，能为她的摔倒而流泪，王水叶心

里充满了希望。为了照顾女儿，王水叶累得

患上了关节炎，双手疼痛难忍的时候，她只能

在床上用脚给女儿踩踩背和腿。

“尽管她还不会说话，还不能站起来，可

我相信女儿会有开口说话重新站起来的那一

天！”王水叶对女儿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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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级组织批准，日前我和

河南宣传、新闻界的十多名同志

一道，利用两天时间“回”了一次

延安。尽管是来去匆匆、走马观

花，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清

凉山、宝塔山、凤凰山，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下乡插队过7年的延川

县梁家河村，都走到了。一趟下

来，真是有羞愧难当之内疚、醍

醐灌顶之清醒。

为什么说是“回”了一次延安

呢？在我看来，延安是我们共产

党人执政之前最大的根、最亲的

家！还因为，是在延安召开的党

的七中全会上，确定了党的“理论

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

自我批评”三大作风。60多年过

去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超过半

个世纪了，今天的共产党人心中，

还有多少人记得延安这个“家”？

因此，我由衷地认为，在今天让党

员干部精神“回延安”十分必要、

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让 党 员 干 部 精 神“ 回 延

安”，是因为这支队伍中的一些

人已经忘记了“延安精神”——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全心全意地为人

民服务。让党员干部精神“回

延安”，是因为我们这支队伍中

的某些人，再不赶快回去，就再

也回不去了。这次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

是让党员回到党的宗旨的本

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而不能再“高高在上当老爷，发

号施令耍威风，吃喝玩乐比享

受，醉生梦死耗民膏”。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

次“回延安”，还有幸参观了习近

平同志从1969年到1975年整整

工作、生活了7年的延川县文安

驿镇梁家河村，听取了该村解放

至今第三任也是现任村党支部书

记石春阳的情况介绍（习近平为

第二任）。老石说，习近平同志在

梁家河村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

动关和思想关，都是真真切切的

事儿；他走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

送他到十几里外的公社所在地，

老人们握着他的手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近平，你在这儿受苦

了！”第二句是“你到好地方了可

别忘了俺们啊！”分别时，大家都

哭了……老石说：“我和老支书以

及其他青年共13人一直送他到

延川县城，两元钱登记了一个大

通铺住了一晚，每人集资四毛钱

照了张合影……1992 年习近平

回梁家河，与全村人照了合影；

2009年他在延安，跟我们拉了3

个多小时家常，把全村各家各户

都问到了……”

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生活

阅历，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基

础、思维模式，也会影响甚至决

定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道德标

准。党中央今天要求我们到群

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与习总书

记和梁家河村民心连心、和全国

人民心连心是密不可分的。让

我们共产党队伍中的所有分子，

精神找到根、找到家，言行找到

准星、找到正路，既是一次浴火

重生的自我救赎，更是一次返璞

归真的党性升华。因为，这次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整

“四风”活动，不仅关乎着共产党

人情寄何怀、魂安何处的浅层形

象，而且关乎着共产党组织兴衰

成败、生死存亡的深度忧患。因

此，务必从灵魂深处认真待之、

刻不容缓身体力行。

（作者为黄河时报总编辑）

一个普通的环卫女工，两次捡到钱包，两

次拾金不昧，面对6000元现金、两张银行卡、

手机等财物不为所动，坚持归还失主。近日，

灵宝市城管局环卫女工孟秋艳拾金不昧的善

举和一桩桩“马路故事”被挖掘出来，19年在

清洁战线的执着坚守感动着金城灵宝的市民

们。

“就是捡了个钱包，还给人家了”

孟秋艳今年49岁，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

使她的容颜看起来比同龄人多了些沧桑，就

是这个不起眼的环卫女工，做了好事不张扬，

直到笔者无意中得知，她两次拾金不昧的故

事才被人知晓。

2011年8月19日9时左右，孟秋艳在灵

宝市新灵路固泰饭店门前路段清扫时，捡到

一个黑色钱夹，钱包里装着厚厚一沓现金，还

有两张银行卡，孟秋艳就站在烈日下一边吆

喝一边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一名中年男子

来领钱包，经核实他就是失主，钱包中共有现

金6000元。面对拾金不昧的清洁女工，男子

激动地连声道谢，并抽出几张钞票就往孟秋

艳手里塞，孟秋艳连忙拒绝。

2013年12月18日7时许，孟秋艳在灵

宝市区环城路打扫完区域卫生，走到涧东小

学附近时，捡到一个女式手提包。由于天气

寒冷，雾气又重，一时等不到失主，孟秋艳就

把包交到了城管局环卫办公室。大约半个小

时，包里的电话响了，原来是灵宝市金源公司

一名姓孙的女同志不慎丢失的，包里装有手

机、现金、银行卡等，得知自己的包被一名好

心的环卫大姐捡到，孙女士激动不已，立即赶

到城管局经核实领取了手提包，并向孟秋艳

表示了真诚的谢意。

采访中，孟秋艳一直憨笑着，反复念叨着

一句话：“就是捡了个钱包，还给人家了，有啥

值得写的呢？”

19年摸索出一套“清扫经”

从1995年开始从事环卫工作到现在，

孟秋艳与纵横交错的城市道路结下了不解

之缘，一干就是19年，从老区桃林街到涧东

新区，她几乎扫遍了灵宝城区的大街小巷。

每天凌晨三点半，家人还在酣睡之中，她就

悄悄起床，骑上三轮车，带着大小扫帚、垃圾

斗等工具上路，在朦胧的路灯下开始了一天

紧张的工作，不论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2013年除夕夜，丈夫、孩子陪伴孟秋艳一起

清扫马路，记不清这是他们全家多少次在马

路上“过年”了。由于对工作的热爱，她摸索

总结出一套“清扫经”：重点路段勤打扫，人

多之处见空扫，垃圾多时突击扫，饮食摊旁

轻轻扫，灰尘多时‘压’着扫。手执扫帚19

年，孟秋艳扫地面积上万平方米，用坏的扫

帚不计其数。

孟秋艳说：“环卫工人每天的工作量是很

大的，一天干下来很累。特别是夏季，垃圾腐

烂发臭，清扫垃圾难度更大，垃圾中蛆虫到处

爬，苍蝇嗡嗡乱飞。但看着身后洁净的马路，

心里舒坦，什么都忘了。” (李娟)

许昌市

敞开门纳谏 面对面照镜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孙晓飞）

为更深入广泛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许

昌市利用“两会”召开之际，3月21日晚，

由市委书记王树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国晖等市委常委分成四组，深入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中间，以座谈会的形式，面对

面征求大家对市委常委班子和常委个人

在践行群众路线、贯彻八项规定、存在“四

风”突出问题和制约改革发展稳定方面问

题的意见。

座谈中，王树山向参加座谈的各位政

协委员介绍了许昌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启动以来的进展情况以及整体活动

安排，表示市委常委班子将坚持率先垂范，

把全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

入。

漯河市源汇区

科技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丁清玲）

近日，记者从漯河市源汇区科技局获悉，今

年以来，该区以“阳光工程”为主线，举办科

普传播工程班、科技下乡等系列活动，依托

科技助推现代特色农业发展。

据悉，该区按照区抓万亩、乡(镇)抓千

亩、村抓百亩的规模，层层建立提升现代特

色农业示范园区，适时召开技术现场会，组

织农技人员进村驻点，深入田间地头，进行

科学技术示范，以此来发挥现代特色农业

科技创新技术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本报讯“3月23日，武陟县三阳乡前刘

庄村2组桃园果农反映：桃花疏花、授粉时

间掌握不住，想让村里邀请县里的果树专

家进村举办果树管理培训。”3月24日，在

大学生村干部梁小鸽的笔记本上，笔者看

到了以上内容，本上记得满满都是村民反

映的意见建议。这是该县以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在全县大学生村干

部中开展“一听二看三座谈”活动，访民意，

解民忧，真正把党的政策传下去，把群众的

意见带上来。

“一听”，即深入农户、田间地头，听取群

众意见建议，了解百姓心声。“二看”，即看贫

困户，把群众的疾苦看在眼里；看集体经济发

展程度，找准工作的切入点。“三座谈”，即通

过分层次与党员代表、群众代表、致富户代表

座谈，面对面沟通，为村“两委”解决群众所

需、所盼的实际问题献计出力，着力促进全县

农村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和谐稳定。

活动开展以来，大学生村干部随机走访

群众400余户，收集涉及农村合作医疗、务工

信息、致富信息等民意100条，解决群众实际

困难5件，解释答复疑问10条。

（宋旭军原志峰职小胜）

中外酒器交流博览会
在新安举办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刘小江

实习生王琼琼）3月20日到23日，中外酒

器文化协会第十三届交流博览会在洛阳

市新安县举办。

该活动由中外酒器文化协会和省酒器

收藏联谊会主办，新安县汉函谷关酒器博

物馆承办，共有1000多名爱好者参加，其

中还包括美国洛杉矶代表团。本次博览会

共展出收藏的400多件精品酒器，万余件

中外精美酒器，酒器外观有文学名著、科研

成就、人物花鸟、神话故事等，造型各异，材

质包括耀州窖、汝窖、钧瓷等各种精品，部

分展品已成孤品，全国仅存一件，已具备文

物的特性。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李中灿）“来

洛宁上戈承包荒坡种苹果，没想到还领到了补

贴款，洛宁县的扶持政策真是太好了！”3月16

日，在洛宁县上戈镇上戈村新承包的苹果地抽

槽整地现场，洛阳众森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延学说。

2011年，该公司到上戈镇杜河村承包荒

坡近千亩发展苹果，项目投资350万元，占地

1000亩，其中果园种植800亩，主要以发展

有机苹果、林下养殖及深加工项目为目标，

集苹果生产、林下间作、观光休闲于一体的

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农业示范园。近千亩果

树全部釆用滴灌设施,不但节约用水、提高

苗木成活率，而且不冲刷土地、不破坏土壤

结构。2013年春,示范园又向外扩展了近百

亩土地，继续发展优质矮化苹果。当年3月，

洛宁县出台了苹果产业扶持政策：凡在上戈

镇、故县镇和罗岭乡规化区域内集中连片发

展50亩以上的苹果园，经检查验收合格后，

第一年每亩补助300元，第二年每亩补助

200元，第三年每亩补助100元。对集中连

片发展200亩以上的苹果基地，洛宁县政府

有关部门优先安排项目资金帮助解决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

“去年，我们公司发展了89亩苹果，年底

领到补贴款26700元。面对这么好的扶持政

策，我们不种苹果还种啥？我们要充分利用

洛宁县的好政策，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争取在

金秋时节收获更多的希望。”李延学满怀信心

地说。

郏县坚强妈妈王水叶三年如一日照料植物人女儿

为逗女儿开心故意摔倒翻跟头

3月20日，宜阳县上观乡党员干部在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里帮

助群众搬运化肥。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县以

强化为民服务意识、锤炼干部良好作风为抓手，要求党员干部多到老

百姓身边去排忧解难，把活动开展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等民生实事

相结合，赢得群众信赖与支持。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田义伟摄

3 月 21 日，

宝丰县汇佳幼儿

园的小朋友在体

验野外轻便风向

风速表吹气测量

风速的乐趣。当

日，宝丰县气象

局走进汇佳幼儿

园，开展气象知

识进校园宣传活

动，让小朋友零

距离接触气象设

备，学习气象科

普知识。

王双正摄

践 行 核 心 价 值 观践 行 核 心 价 值 观
传 递 社 会 正 能 量传 递 社 会 正 能 量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书贤贾志琼

灵宝市城管局环卫女工孟秋艳

清扫道路19年 拾金不昧人称赞

洛宁县政府兑现承诺 苹果种植户干劲十足

武陟县大学生村干部

“一听二看三座谈”深入践行群众路线

宝丰宝丰 零距离零距离““探秘探秘””气象气象

精神“回延安”刻不容缓

宜阳 强化为民服务意识

□孙振军

永城：产粮大县的循环经济路
上接第一版 各农业龙头企业

纷纷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合作

合同，发展基地化种植，既解决

了农民种植的盲目性，降低了市

场风险，又通过加价回收增加了

农民收入。

永城市华星面粉食品产业化

集群建立了30万亩富硒小麦生产

基地，全市小麦订单农业面积稳定

在120万亩以上，探索出了企业和

农民双赢的订单模式。目前，全市

已形成了一批布局相对集中，区域

特色明显的主导产业基地。

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

地集约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永

城市加快面粉食品产业园区规划

和建设，在产业集聚区内建设以

面粉食品加工为主体的食品加工

“园中园”。目前，远征集团、鑫祥

丰休闲食品、麦客多休闲食品、蕾

薇食品等一批面粉食品项目落户

永城产业集聚区食品产业园。

2013年，永城市食品产业园被命

名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基

地。

随着农业产业化集群的发

展壮大，永城市确立了发展食品

工业、育强食品产业，打造“中国

面粉城”和“食品工业强市”的发

展定位。目前，全市拥有国家驰

名商标3个，即河南华星粉业有限

公司的“宇花”、河南远征集团的

“远征”、河南皇沟酒业的“皇沟”；

40个农产品获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14家基地获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基地认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乔培珠孙森）“一直都想养猪,

可是没有本钱。今年增礼免费

送给我们母猪, 好好饲养起来很

快就可以生猪崽了，这下改善生

活有盼头了。”3月24日，叶县夏

李乡十二里村贫困残疾人王跃玲

提起免费领猪的事儿，兴奋不已。

王跃玲所说的增礼叫任增

礼，现为叶县夏李乡康龙养猪场

场长。2011年，投资280万元的

康龙养猪场成功申报为市级农村

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多年来，

任增礼致富不忘乡邻，无偿向一

批残疾人提供母猪、仔猪，让贫困

残疾人通过养猪增加收入，改善

生活条件。日前，任增礼又提供

了价值12万余元的优质种母猪

80头，无偿发放给80户有养殖

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喂养。

▲

叶县夏李乡康龙养猪场场长任增礼

向贫困残疾人送出80头“致富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