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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4月26日上午7点多，河南省中医学院

第三附属医院的国医馆内，登封市送表矿区

党委书记李金成在排队候诊。奇怪的是，要

看病的不是李金成，而是送表矿区辖区内15

岁的少年陈振广，并且陈振广与李金成非亲

非故。

事情是这样的。

两个月前的一个周末，在登封市送表矿

区初中就读的15岁的陈振广在家中准备上

床睡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腿比平时粗了很

多，就赶紧告诉了自己的父亲陈彦伟。

陈振广家在送表矿区西南边的丁村，紧

靠汝州市，是个偏远的山村。陈彦伟看了孩

子的腿，感觉大事不好，当时就把陈振广送到

了本村卫生室，村医诊断后，怀疑陈振广得了

肾病，陈彦伟当时就蒙了。

陈彦伟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一手

拉扯大的。没想到，70多岁的母亲今年正月

十三在登封市医院被确诊为癌症，至今还在

医院里接受治疗。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治病，

陈彦伟倾其所有，已经借了六七万块钱了。

陈彦伟让爱人王敏红照顾母亲，自己赶紧带

着儿子去登封、汝州的大医院检查。当儿子

被确诊为肾病综合征的时候，陈彦伟觉得天

要塌了。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后，送

表矿区党委书记、人大主任李金成来到了这

个距离送表矿区最远的丁村，村干部把陈彦

伟家的事给李金成说了以后，他立马就来到

了陈彦伟家。

了解了陈家的情况后，李金成拉住陈彦

伟的手说：“别灰心，娘的病要治，孩子的病也

不能耽误，有咱矿区党委、政府在，你就没有

过不去的关口。”

回到单位后，李金成当即安排民政所的

同志给陈彦伟家送去了5000元救助金。当

天晚上回家后，李金成把陈家的事告诉了爱

人，李金成的爱人听完以后流着泪对李金成

说，她想到陈家走一趟。

4月25日上午，李金成陪爱人冒雨来到

陈振广家中，临走时，李金成的爱人硬是给陈

家的女主人王敏红留下了5000元钱，让她赶

紧给孩子治病。

为了给陈振广找个好医生，当天下午，李

金成就赶到郑州，提前联系了省中医学院的

硕士生导师崔应珉教授，并安排办公室人员

次日一大早把陈振广及其家人送到省中医学

院三附院。4月26日是星期六，李金成早早

就来到了医院，他让病人家属去一楼挂号，自

己替陈振广在六楼国医馆排队候诊。

省中医学院三附院的崔应珉教授了解情

况后，也很感动，上班后第一个给陈振广把脉

问诊。

登封市送表矿区15岁少年陈振广患肾病，矿区党委书记李金成又是捐钱又是联
系医生——

肾病少年牵动书记心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宋朝

通讯员栗松伟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

员景永利）“学最好的别人，做最

好的自己；做人坦荡有品，做事

公正无私。妻：贾焕梅”在新乡

市中级人民法院马兵务法官的

办公桌对面，挂着妻子送给他的

“廉政亲情寄语”，每当他工作

时，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句

话。4月23日，马兵务说，有了

妻子的时刻叮嘱，自己永远都不

会在廉政方面出差错。

其实，在新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200多名法官的办公室里，在

显眼的地方都挂着“廉政亲情寄

语”，这些寄语来自于父母、子女

和配偶，他们用真挚朴实的话语

给法官们送上了廉洁执法的嘱

托，让所有法官感受到了亲情寄

语的廉政力量。

“廉政亲情寄语是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创新廉政教育方

式的结果，突破传统的说教，将

家庭亲情与廉政教育相结合，

受到了法官的肯定和接受，激

发了法官的参与热情，成为廉

政教育的新载体和平台，效果

良好。”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纪检组长周东方告诉

记者。

“亲人给我送寄语，我来品

评谈感悟。”该院要求每个法官

针对自己亲人的寄语，都要写出

自己的感悟，强化了法官与亲人

在廉洁自律上的互动。同时建

立廉政亲情寄语走廊，从亲情寄

语中精选出30多条，配以法官

撰写的品评感悟及法官家庭幸

福合影照片，放大制作成展板，

悬挂在法官开庭必经的通道走

廊两侧，让法官时刻感受亲人热

切的目光。

孙峰，民一庭法官，2005年

从事审判工作至今，他的亲情寄

语是正在上初中的儿子孙涛林

送的：“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

善而后从事。”字不多，但在孙峰

心里的能量却出奇的大。由于

儿子的认真，孙峰的亲情寄语被

选了出来，连同他和儿子的合影

一块挂在了走廊的墙上。他说，

每当自己身穿法袍前去审判厅

审案时，都能看到儿子灿烂的笑

容，像是时刻提醒自己干好自己

的事，不该干的不能干。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相约大别山、激情

金刚台、诗意西河。信阳商城金刚台(西河)生

态旅游推介会4月26日正式在商城举行。来

自全国的17家旅行社、20余家新闻媒体记者

及受邀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此次推介会。

金刚台曾经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根据

地，留下了众多的红色遗迹。优美的生态环

境，成了野生娃娃鱼的栖息王国，景区依山建

了中国最大的山体主题壁画，与大别山秀美

风光交相辉映。

金刚台（西河）生态景区位于河南省最南

端，豫皖两省交界处，距商城县城18公里，总

面积32平方公里。据了解，金刚台（西河）生

态景区2005年被评为国家地质公园，是游客

休闲养生、生态旅游的绝佳境地。

4月28日，唐河县正昌儿童福利学校董事长马乐正在接受爱

心人士的捐赠。当日，该校190余名孤儿获得了中华慈善总会洪贵

明等爱心人士捐赠的30万元人民币及价值13万余元的图书。该

校采用“民间投资、政府扶持、社会捐助、统一监护、养教一体”的孤

儿救助模式，开了全国孤儿救助的先河。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刘明君摄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4月27日，由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情系家乡·蔚国银油画

作品展第46站在河南博物院开展，共展出蔚

国银的70余幅油画作品，集中反映了作者纯

正的绘画语言和专业的油画技法。

此次展览从4月27日到5月4日，展览时

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市民可以免费

到河南博物院参观。

2010年，冠名以“情系家乡”为主题的巡

展，从河南周口开始,展过了河南的11个市地

及高等院校，进而展到西北青海、甘肃和陕

西。蔚国银的展览计划将延伸到全国的省

会，边创作边展览，预计用时20年。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宋永亮）4月27

日，德国莱梅公司迈克尔等一行5人到上蔡县

蔡都办事处庞庄村实地拍摄纪录片《庞玉良

——在德国做中国生意》。为中国商人拍摄

大型纪录片，在德国属独一无二，外国人跟踪

拍摄中国人，在上蔡县也是破例之举。

纪录片《庞玉良——在德国做中国生

意》，以第一个在德国收购大型国际机场的中

国企业家庞玉良先生为主题，通过跟拍他在

国内外的工作生活状况，展示他的国际贸易

经营理念、扩建帕西姆机场计划和成长发展

的真实环境。

莱梅公司是一家在德国较为知名的电影

制片公司，现场制片迈克尔等3人2013年还

获取了德国国家级大奖。迈克尔告诉河南日

报农村版记者，庞玉良在德国的作为是独一

无二的，通过对其独特性的深度剖析，莱梅公

司将向世人展示一个自强不息、敢做善为的

中国商人形象。

本报讯 针对辖区内建筑企业多，进城务

工人员相对集中的特点，郑州市金水区丰产

路地税所近日组织开展了“关爱务工人员”活

动。他们利用税收征管的机会，积极向企业

宣传税法，加强法律法规教育，使企业认识到

欠薪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对有欠薪经历的

企业加强税源监控，协助有关部门及时掌握

重点企业的税收状况，防止恶意欠薪行为的

发生。目前，丰产路地税所辖区公司企业尚

没有发生进城务工人员讨薪事件，很好地维

护了社会稳定。 （侯苇）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

员韩心泽）4月25日，经过1000

余名建设者114天的艰苦奋战，

被视为“登封南水北调”工程的

白沙水库抗旱应急饮水工程如

期通水，每天3万立方米饮用水

从登封、禹州交界的白沙水库引

进登封市区东12公里的卢店水

厂，惠及登封市区及卢店、唐庄

等乡镇的群众。

十年九旱，水源贫乏，吃水

难一直是制约登封发展，尤其是

新 型 城 镇 化 进 程 的 瓶 颈 。

2012、2013年连续两年为该市

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量最少的

年份，2013年6月以来降雨量较

往年同期减少九成。登封市区4

个水源地、两个水库相继干涸，

全城18万用水人口此前全部实

行定时、定量供水，约5万人面

临断水。建设白沙水库抗旱应

急饮水工程迫在眉睫，今年1月

1日，一期工程开工，4月25日

如期通水。

据登封市水务局局长刘超

杰介绍，白沙水库抗旱应急饮水

工程一期线路总长15.4公里，二

期线路总长21.3公里，合同总投

资1.7亿元，是建国以来登封市

单项投资最大的供水工程。卢店

水厂日生产能力3万立方米，双

排管道取水能力达6万立方米，

可满足规划的2030年登封市区

扩容到40万人时的用水需求。

4月28日，驻马店市驿城区老河乡乡干部在该乡老关庄村三户庄组调研香菇生产情况。近年来，三户庄组村民大力种植香菇，

年收入3000多万元，半数以上农户都有了小汽车。 本报记者黄华摄

▶上接第一版 有复旦大学教授丁声颂；有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丁声俊；有河南大学教

授、著名音乐学家丁承运、丁伯苓、丁纪园；

有南开大学教授丁广州；西安交大教授丁心

洁……

其中，丁肇青(字雄东，1893－1950)是

中国第一批留洋博士、河南省第一个博士，

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他

参加了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驱赶曹、张、

陆等卖国贼的爱国运动。留法期间，他与

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结识，并在一起

开展进步活动。1941年，丁肇青因不愿为

国民党服务，回到邓县老家，在家乡，他设

计了邓州市小西关大剧院和邓州市一小法

式教学楼。

丁声树（1909-1989）是中国杰出的

语言学家、词典编纂专家。1932年，他从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专职从事汉语语言研究。

1978年 12月，他完成了在中国词典史上

具有划时代成就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编

纂工作。

一种代代相传的家风

重知识重教育世代相传

接连出了这么多博士、硕士，而且不乏学

界名流，这在全省乃至全国恐怕都是很罕见

的。这个村能够人才辈出，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大丁村党支部书记丁广前告诉记者，这

与丁氏家族重知识、重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

自古以来，村里文风鼎盛，族人有强烈的进取

意识,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很多村民的祖上是

举人或者是秀才，正是祖辈们这种好学成才的

传统，为现在人才辈出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根

基。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村里一直

都有重知识、重教育的浓厚氛围。在我们村，

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大家都会一起庆祝。村

民再苦再累，也不会让孩子辍学。”

“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意思是给子

孙后代留下钱财，不如留下一部经书。《朱子

家训》里有这样一句话：“居身务期质朴，教子

要有义方。”大意是，做人修身要品质淳朴简

约，教育子孙要用好的方法。丁广前说，这正

是丁氏家族人才辈出的原动力。

据丁广前介绍，丁姓家族对邓州以及南

阳的教育发展颇有贡献。该村清代举人丁元

熙义捐私砖整修了黉学和半个邓州城，因而

有“丁半城”之嘉誉。丁声树的曾祖丁敬范热

心教育，注重实业，兴办蚕桑学校。他在邓州

花洲书院旧址购置书籍，兴办邓州高级小学

堂，并在各乡推广建立小学，是邓州新文化运

动的奠基人。丁敬范次子丁振伦毕业于河南

第一农校，先后任邓县教育局局长、教育会长

及中区教育委员。他在邓县兴建几十所中小

学，还多次举办蚕桑学习班。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的丁声玉曾在开封、洛阳省立中学任

教，1928年以后，他回到家乡先后在邓县、内

乡等地任私立中学校长，为南阳培养了大批

人才。1941年，他被当局免职后回到大丁

村，在丁氏祠堂创办私立小学和中学，对丁氏

族人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

“知识改变命运的想法，在很多有志气的

青年头脑中都存在。”丁广前说，大丁村历来

有很多成功的榜样，这无疑让一代代年轻人

受到很大很深的影响，激发了他们坚持不懈

的追求，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邓州有个“博士村”

▶上接第一版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做素质

提升的排头兵。认真学习劳模勤奋学习、刻

苦钻研的精神，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单位、学习型

企业创建活动，积极参加技术培训和岗位练

兵、技能比武，在实践大熔炉中攻克难题、增

强本领。

郭庚茂强调，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

民强省，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需要包括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内的全省工人阶级

和劳动群众的共同奋斗。要始终坚持全心全

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形成打造“四个河

南”、推进“两项建设”的强大合力。各级党委、

政府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

本指导方针，并将其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体制机制之中，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生态建设的全方位，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全

过程，做到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积极引导

全省广大职工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前途命运、

河南发展进步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创新创业创造

的活力竞相迸发。要组织宣传学习劳模精

神，增添打造“四个河南”、推进“两项建设”的

精神动力。组织动员全社会唱响新时期劳动

者之歌，引导方方面面尊重劳模、学习劳模，

让劳模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关心劳模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形成劳模受尊重、有地

位的鲜明导向。要切实保障职工群众和广大

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增强打造“四个河南”、

推进“两项建设”的凝聚力。把保障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作为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

阶级方针的重要立足点，努力使各项政策措

施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

职工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积极解决好职工群

众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实

际困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劳

动者。要真心实意地为广大职工和劳动人民

服务，汇聚打造“四个河南”、推进“两项建设”

的向心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切实改进作风，践

行“三严三实”，进一步增强对工人阶级和劳

动群众的感情，为广大劳动者办实事做好

事。各级工会组织要全面履行各项职能，诚

心诚意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真正成为令人

感到温暖、值得信赖的“职工之家”。各级党

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工会工作，切实为工会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创

造良好条件。

会上，王艳玲宣读了《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受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向全省各

界职工和劳动群众发出倡议书。3位省劳动

模范、先进工作者代表作大会发言。

我省召开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德国莱梅公司到上蔡
拍摄纪录片《庞玉良》

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地税所

向务工人员献爱心

商城金刚台
（西河）景区开门迎客

蔚国银油画作品展
在郑开展

唐河

190余名孤儿获捐助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让法官感受
亲情寄语的廉政力量

登封白沙水库抗旱应急饮水工程通水

解决18万群众吃水难题

驻马店市三户庄组全组种香菇 年收三千万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刘鑫）“村里要修3条路，真是

没有想到啊！这么快就可以开

工进行建设了！”春风里，站在家

门口正在紧张施工的路前，汤阴

县任固镇孟庄村村民申海悦乐

呵呵地说。

孟庄村里能够大面积修

路，受惠于上级资金的项目扶

持，它的顺利实施，得益于任固

镇推行的村级建设工程招投标

会议制度。在任固镇党委、政

府的领导下，按照任固镇村级

建设工程招投标会议制度，孟

庄村党支部、村委会听取村民

意见，制定招标公告，经村民代

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对外公布，

进行招投标，最终使得工程得

以顺利实施。

今年3月以来，任固镇总结

以往打井修路的经验，在全镇35

个村推行村级建设工程招投标

会议制度，不需要经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进行招投标的项目，都

要按照任固镇村级建设工程招

投标会议制度实施。

享受到“招投标”制度甜头

的远不止孟庄村村民，自3月份

任固镇村级建设工程招投标会

议制度设立以来，已在8个村完

成项目招标10项，村民的“气顺

了”，阻挠施工，唱反调的人没有

了，在加快村庄建设的同时，节

省了镇、村资金。

汤阴县任固镇

村里打井修路都招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