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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建新田明）4月28日，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河南省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省人民

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全省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主持会议。

省领导叶冬松、邓凯、李克、刘春良、尹

晋华、刘满仓、吴天君、秦玉海、王艳玲、高体

健、钱国玉和省军区副司令员郝高潮出席会

议。全省1198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受

到了表彰，与会领导为受表彰者代表颁奖。

郭庚茂在讲话中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大会表彰的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致以

崇高的敬意，向全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向驻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

民警以及其他各阶层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

问候。他说，2009年河南省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以来的五年，是全省人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拼

搏，迎难而上，把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推向新阶段的五年；是全面实施粮食生产

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推进“一个载体、

三个体系”建设，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综

合实力再上新台阶的五年；是进一步解放思

想，求真务实，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五

年。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省人民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的结果，凝聚着全省工人阶级

和劳动群众的辛勤汗水与智慧。今天受到

表彰的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就是全省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广大先

进模范人物不愧为时代的精英、民族的脊

梁，不愧为人民的功臣、社会的楷模！

郭庚茂指出，当前，我省正处于爬坡过

坎、攻坚转型的重要关口，既面临着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上升、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

和影响提升、经济跨越起飞的基础已经形成

的大好形势，同时也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矛盾

凸显期带来的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我们更要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

众，更要发扬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示范导向

作用，更要学习弘扬劳模精神。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做深化改革的弄潮儿。正确对待

改革、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打破思维定式，跳

出条条框框，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

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的勇气和胆识，遵循客观规律，奋力改革创

新。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做建功立业的主

力军。学习和弘扬劳模的顽强拼搏精神，切

实增强主人翁意识，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中建功立业，在实施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中施

展才华，在构建“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中贡献

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做和谐社会的促

进者。识大体、顾大局，科学看待经济社会转

型时期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正确认识全面

深化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妥善处理个人

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坚

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增强法治意识，主动参

与社会管理，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以自身努力

汇聚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正能量。要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做爱岗敬业的引领人。把树

立远大理想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把科

学精神与苦干实干精神结合起来，把实现自

身价值与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结合起来，做到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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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4月28

日，为期三天的中国·南阳第十一

届玉雕节暨国际玉文化博览会在

南阳市体育中心开幕。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素萍等领导出席开

幕式。

本届节会采取了“政府主导、协

会主办、企业主角”的运作模式。整

场开幕式简洁、流畅，仅用了15分

钟，云南等全国15个特色产业基地

也组团参加本届南阳玉雕节会。

南阳地处中原腹地，各种文

化在这里融会交流，特别是积淀深

厚的玉文化贯穿南阳历史。神奇

独山玉贵列全国四大名玉，南阳玉

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

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

代表，系统、完整地反映南阳的地

方风貌、生活习俗。

近年来，南阳依托人才、技

术、市场、原料等优势，借节会平

台，促产业升级，南阳玉雕产业规

模不断壮大，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玉

雕生产加工销售基地、玉文化传播

基地和玉雕人才培育输出基地。

今年该市新出台了《南阳市玉文化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推动玉文化

产业与工业、农业的融合发展，推

动玉文化企业利用自己的创意设

计、文化传播、品牌推广能力为工

业企业服务，开展“乡村万人免费

培训计划”，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初

级玉雕工人转型。同时设立玉文

化产业专项发展基金，助力打响

“宛派”品牌，把刚柔相济、雄浑清

幽的“宛派”玉雕推向全国。

本报讯（记者任爱熙孙雅琳

尹小剑）信阳第二十二届国际茶文

化节暨2014中国(信阳)国际茶业

博览会与信阳首届茶具博览会4

月28日在信阳同日举行。

信阳第二十二届国际茶文化

节暨2014年信阳茶博会开幕式设

在信阳市羊山新区市百花会展中

心北门厅举行。本届国际茶文化

节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河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供销

合作社、中共信阳市委、信阳市人

民政府承办。

本届茶文化节于4月28日至

5月2日在百花会展中心举办。共

设A厅、中厅、南厅三个展厅，约

450个国际标准展位，展厅面积超

过8000平方米，参展企业200多

家。参展产品包括六大茶类、中国

十大名茶、各种地方名优茶，以及

茶相关产品包括茶具、茶包装、茶

机械、茶食品、茶工艺品等，展示销

售产品近千种。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4月28

日，第八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开幕式

在许昌市许都公园开幕。来自海

内外的各界嘉宾喜聚许昌，共同领

略三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开幕式

上，《三国英豪·曹魏名将》邮票同

时发行。

本届文化旅游周按照“政府

指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简朴务

实”的原则，以“曹魏风·三国情·许
昌行”为主题，旨在深入挖掘许昌

特色文化，整合许昌文化资源，着

力打造许昌“曹魏故都——智慧

之旅”品牌形象，促使许昌成为三

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和旅游目

的地，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商来许

昌观光旅游、投资创业。

为进一步提升影响力、辐射力、

带动力，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内涵

丰富，主题突出，将通过举办11项

精彩纷呈的活动，充分展示许昌三

国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本报讯（记者黄华）4月 21

日，本报第五版以《四口人19年没

地种》为题，报道了西平县师灵镇

油坊张村村民许宗耀的群众来

信，反映其一家四口自1995年外

出打工后，村里调地时将其家承

包地收走，至今没地可种的问题。

报道刊发当日，师灵镇党委、

镇政府就通过西平县委宣传部给

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发来回复邮

件，详细叙述了对许宗耀反映问

题的处理情况。

回复中说，2011年，接到许

宗耀的反映后，师灵镇党委、镇政

府对许宗耀反映的问题高度重

视，研究成立了由镇人大主席刘

志伟任组长，抽调国土所、计生

所、司法所、信访办工作人员组成

专项调查组，深入油坊张村，开展

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经查，1993年，许宗耀在未和

村委打招呼的情况下，携妻带子

全家外出，从此音信全无。1995

年村里重新调整土地时，村委多

次与许宗耀联系，都没结果。时

任油坊张村委副主任的许书德找

到许宗耀的母亲，让其代种许宗

耀的责任田，但其母表示“不管，

不种”。当时主持分地工作的村

民代表小组商议后，以因涉及公

粮上缴，无法与许宗耀联系等为

由，暂时不给许宗耀分地，待其回

村后再做调整。

许宗耀2010年回乡后，村委

多次与其所在村民小组协商，先

为许宗耀调整 2 亩责任田，等

2014年小组机动地承包到期后再

为许宗耀解决剩余责任田，许宗

耀不同意此处理意见，要求马上

解决全部责任田。但由于村委与

农户签订了机动地承包合同，承

包期限未到，所以村委无法单方

面解除承包合同。

在师灵镇党委、镇政府的多

次督促下，村里多次与承包户沟

通，4月7日，承包户同意将未到承

包期的6亩机动地提前与村民小

组解除承包合同，但要求村民小

组返还7200元的承包款。由于

承包款已用于村里修路，目前，村

委正积极想办法筹措资金，以便

尽早解决许宗耀的责任田问题。

本报讯（记者田明）4月28日，记者从

省教育厅了解到，今年我省中招考试将于6

月25日、26日进行，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统

一实行网上报名。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

计划生育双女家庭，其子女报考本县（市、

区）高中时照顾10分。

今年，全省中招考试仍为单科考试方

案，统一命题考试的科目为：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思想品德、历史，7门学科满

分600分。

此外，体育考试纳入综合素质评定

之中，进行运动与健康素质测评，按满分

50分计入中招考试成绩总分。初中物

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试由各地基础

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技术装备部门具体

实施，按照三科共15分计入中招考试成

绩总分。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验操作

技能，推进我省实验教学应用，从 2015

年起，全省初中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

作考试统一按照满分 30分计入中招考

试成绩总分。

郭庚茂作重要讲话 谢伏瞻主持会议

我省召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邓州有个“博士村”
一个不足两千口人的村庄，近代以来竟出了20个博士、23个硕士，且不乏学界名流——

核心提示 在古老的湍河岸边，一座跨河大桥将一座城和一个村紧紧联
系在了一起。那城就是邓州，而那村就是大丁村。这个人口不足2000人的村
庄，从明朝以来，先后出知州以上官员50余人；从近代以来，出了20个博士、
23个硕士、90多个大学生，可谓人才辈出，声名远播，是远近闻名的“博士村”。

他们中有中国第一批留洋博士，河南省第一个博士，与周恩来、邓小平一
起在法国留学的丁肇青；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院士、杰出的语言学家、《现代
汉语词典》编纂者丁声树；有毕业于伦敦大学的经济学专家丁轸宇……

出邓州城一路向东，沿着曲曲弯弯的小

路，记者来到位于湍河岸边的裴营乡大丁

村。在村子中央，两棵直径各一米多的古

柏苍翠欲滴，遮天蔽日。古柏旁边就是邓

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500多年历史

的丁氏祠堂。“古柏树龄有500多年，枝繁叶

茂的大树，象征着家族人丁兴旺。”站在古

柏下，67岁村民丁声堂说：“在邓州丁氏族

人的心目中，古柏就是家族的守护者和传

家宝。”

据介绍，邓州丁氏上系太公姜子牙嫡传

后裔。姜子牙次子伋因“拯事弗懈，事主尽

忠”，周康王封谥“丁公”，其子乙公讳良袭侯

封食采济阳，以父谥为姓。明朝洪武年间，邓

州丁氏先祖跟随明金吾右卫孔显镇抚邓州迁

居而来，嘉靖年间，邓州丁氏七世祖丁埏、丁

垓将城内的宅院捐做学堂，迁到湍河北岸居

住，并修建祠堂，即今大丁村。丁氏家族代代

稼穑传家，尊师重教，诗礼启后，做官为仕，文

俊辈出，遂成为邓州望族。

大丁村辖9个村民小组，1个自然村，总

人口不足2000人。村民们介绍，大丁村从明

朝以来先后出知州以上官员50余人，举人1

人，拔贡、岁贡等36人，廪生、增生等321人。

近代以来，该村出了20个博士、23个硕士、90

多个大学生，在当地被称为“博士村”。

在丁氏祠堂展览室内，一个个星光璀璨

的名字吸引了记者的眼球。他们除了丁肇

青、丁声树、丁轸宇外，还有夫妻博士丁声蔚、

宋烨；有兄妹博士丁伟、丁俊玲；有美国哈佛

大学博士丁炎；有北京大学教授丁际昌；有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丁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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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 600年文俊层出不穷

一座人才辈出的村庄
近代以来出了20个博士、23个硕士

1924年，丁肇青（后排右二）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巴黎合影。（本报通讯员马聆道供图）

今年中招考试
实行网上报名

农村独生子女可照顾10分

4月28日，内黄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在田间为农民讲解小麦病害防治知识。近期，该县农业局组织数十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做好小麦病虫害防治，将常规的室内培训变成了生动的“田间课堂”。 刘肖坤魏内军摄

内黄内黄 田间传技防病害田间传技防病害

南阳第十一届玉雕节
暨国际玉文化博览会开幕

信阳国际茶文化节举行

第八届三国文化周许昌开幕

村民许宗耀反映问题正在处理
西平县师灵镇回复本报——

后续报道

大佬争先务农助解品牌渠道之困 3版

驻马店一村民组种香菇年赚三千万 2版

今日导读

德国人上蔡拍摄纪录片《庞玉良》 2版

平舆残疾农家女郭小多
拄着双拐照顾年迈婆婆 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