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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有困难？？找何难找何难！！

5月6日，记者从省征兵办

公室了解到，今年我省直接招收

士官工作已经全面开展，报名截

止到6月15日。

今年我省招收士官近900

名，涉及通信、电力技术、公路运

输等134个专业，招收对象为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未婚，男青

年年龄不超过24周岁。政治和

身体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有

关规定执行。招收的男士官全

部实行网上报名，应征男青年通

过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

gfbzb.gov.cn）查询招收专业，

提交报名信息，报名系统自动对

学历和专业进行审核。同时，对

招收的女士官，要求年龄不超过

23周岁，专业为通信、自动化、临

床医学、护理4类。应征女青年

须于5月25日至30日持身份证、

毕业证、职业资格证等证件到省

征兵办公室现场审查报名（地址：

郑州市经七路与纬三路口北150

米路西将军宾馆院内）。

帮忙记者 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5月6日，河南移动召开新

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河南省4G

全面商用。目前，河南4G网络

已经实现全省市、县城区域的连

续覆盖，并延伸到部分乡镇和农

村，到今年年底将实现全省所有

的城市、县城、乡镇、部分行政村

全覆盖，以及高铁、高速和景区

的全面连续覆盖。

河南移动市场部相关负责

人称，为了让消费者用得起，在资

费方面，相较3G，4G资费总体会

下降20%以上，而且套餐所含流

量将是3G套餐的两倍以上。拥

有一部4G手机，就像随身携带

了光纤宽带，可以随时随地体验

视频、游戏、阅读、音乐、动漫等对

网络速率要求高的多媒体业务。

帮忙记者 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3月中旬，平顶山市委书记陈建生

到舞钢市尹集镇调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时，听了我们村反映的群众吃

水难问题后，非常重视，要求有关部门予

以解决。4月 12 日，陈书记再次到舞钢

市尹集镇调研，又问起我们村的吃水问

题。现在已有 2个村民组解决了吃水问

题，另外 5 个村民组的水管正在铺设，5

月中旬就可供水。村民非常感谢陈书

记，他工作那么忙，抓工作还这么细。”5

月5日，舞钢市尹集镇埂上村党支部书记

万建华告诉记者。

这是平顶山市领导在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深入基层接地气，问计群众听

真言，真心实意解民忧的一个缩影。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平顶

山市组织市、县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走进群

众，开展蹲点调研，切实掌握民情、听取民

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并督促

抓好落实。与此同时，要求乡镇、村（社区）

党员干部开展“跨门槛进心坎”活动，深入群

众家中，与群众一对一、面对面，开展谈心交

流活动，掌握社情民意，关心群众的安危冷

暖，及时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困难和问

题，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在听民情、解民忧的基础上，平顶山市

还以“五查五治”为抓手，开展“五项主题实

践活动”，转变干部作风。查工作纪律，坚

决治理“松、散、懒”行为；查发展意识，坚决

治理“僵、怠、浮”行为；查责任落实，坚决治

理“假、诿、慢”行为；查服务质量，坚决治理

“冷、硬、痞”行为；查廉洁自律，坚决治理

“奢、贪、腐”行为。在县级以上党员干部

中，开展“强发展、惠民生、当楷模”活动；在

科级党员干部中，开展“强责任、提效能、做

表率”活动；在机关（企事业）、窗口单位和

服务行业党员干部中，开展“强纪律、优服

务、争标兵”活动；在村（社区）、其他基层组

织党员干部中，开展“强素质、解难题、树形

象”活动；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中，广泛开

展“强作风、访民生、送服务”活动。通过在

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面对面找问题，心贴

心谈问题，照镜子摆问题活动，共梳理“四

风”问题4大项320多条，收集教育实践活

动有关意见建议536条，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1482份。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平顶山市

还充分发挥典型的作用，及时总结推广了舞

钢市开展化解信访问题“清仓”行动，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和宝丰县赵庄乡袁庄村建设美

丽富饶新农村的做法，大力宣传了鲁山县库

区乡“汽车上的乡政府”12年如一日上门为

民服务的典型感人事迹。

平顶山市组织市、县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走进群众

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韩嘉俊

丁需学 杨利伟 通讯员马向辉

想到部队当士官赶快报名啦

河南移动4G年底实现
全省乡镇全覆盖

“赵莉莉登上‘中国好人榜’啦！他们一

家出了两个‘中国好人’！”5月6日，这条消息

在太康县引起轰动，在街头巷尾传为美谈。

原来，在5月6日揭榜的2014年4月份

“中国好人榜”人物评选中，赵莉莉当选助人

为乐好人，而他的父亲赵金豹在2012年就

已入选“中国好人榜”。

一个家庭出了两个“中国好人”，人们将

好奇的目光聚焦于这个传奇的家庭。

据了解，赵莉莉的父亲赵金豹是太康

县有名的爱心企业家，同时也是一名复转

军人，转业回地方后创办了民营企业，他热

衷于社会公益事业，资助的贫困学生有几

十名，多次为当地部队、家庭困难群体送去

慰问金、慰问品，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

2012年被河南省评为“优秀复转军人十大

新闻人物”，并入选“中国好人榜”。

出生在这样一个“爱心”家庭，受父亲的

影响，赵莉莉自幼乐于助人，先后被学校授

予“优秀共青团员”“校园道德模范”“青年五

四奖章”等荣誉称号。

2013年1月31日上午，赵莉莉骑着电动

车去县城买电脑时，看到路边停了一辆货车，

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小孩正在路边抱头痛

哭。原来，这名叫马水河的货车司机被扒手

盗走4大包羽绒服，价值3万多元，货主要求

赔偿货款，尽管东借西凑，还差几千元钱。

见此情景，赵莉莉从兜里掏出3400元

钱塞给他，说：“这些钱是我几年来在学校勤

工俭学积攒下来准备买电脑帮助学习用的，

你们先用吧。”满面愁容的马水河接过钱连

声致谢。当他询问赵莉莉的姓名时，她只说

自己是太康人，在新乡上大学，然后便骑着

电动车匆匆离去。

几天后，马水河几经周折，在太康县

城一街道边找到当时正摆着地摊卖年画

的赵莉莉。当马水河拿出钱要还给赵莉

莉时，赵莉莉却说：“快过年了，你们家也

挺困难的，先留着用吧，这些钱我还能挣

回来。”随后，数十家新闻媒体对当时正在

河南师范大学就读的赵莉莉进行了追踪

报道。一时间，“最美塞钱女孩”蹿红网

络。2013年 7月，赵莉莉应征入伍，成为

二炮某部通信营的一名直招士官。

今年4月初，经太康县文明办、河南省文

明办推荐，赵莉莉被中央文明办确定为2014

年度4月份“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类候选

人，经过投票公示，赵莉莉脱颖而出，入选

“中国好人榜”。

面对只有两个智障小叔的家，荥阳

市杏花村的马英默默坚守了42年，只为

公公临终前的一句嘱托。她是两个智障

兄弟的嫂子，她用母亲般的大爱陪他们

走过了四十多年的人生之路。

1971年，22岁的马英嫁给同村的刘

延明。不久，公公因病去世，临终前叮嘱

马英一定要照顾好婆婆和智障的小叔。

马英的小叔刘三、刘五两兄弟虽然身体

健康，但只有四五岁孩子的智力，日常生

活都需要人照料，吃饭、洗衣、理发等都

是马英一手包办。几十年间，马英的丈

夫和婆婆相继去世，为了完成公公的嘱

托，马英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辛劳。

如今马英已年逾花甲，她常对儿女们说：

“人活着就是要讲个良心，长嫂比母，什

么时候我照顾不动了再把他们送到养老

院吧。”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5月6日，上蔡县东岸乡张

窑村村医张建伟向河南日报农

村版记者说起自家轿车自燃，维

权遭遇困难的事时一脸无奈。

张建伟说，他于2010年年底

从驻马店市腾麟北京现代4S店购

买了一辆伊兰特轿车，由于平常只

用于出诊，至今只跑了2万多公里，

加上张建伟平常对车辆很爱惜，轿

车看上去如新车一般。

然而，让张建伟万万想不到

的是，4月27日晚上他开车拉着

一家人去邻村看戏，9点左右返

回时，突然听到机器有异常响

声，张建伟借助灯光仔细一看，

汽车的左前方正往外冒白烟，他

试图拉开引擎盖灭火，但无论怎

样就是拉不开。

一个路过的货车司机见状，急

忙用车上的备用水箱帮张建伟灭

火，眼看水用完了，火还没扑灭，无

奈张建伟急忙跑到300米外的加

油站借来两个灭火器才将车内的

明火扑灭。在货车司机的帮助下，

张建伟用撬杠撬开引擎盖，但爱车

左前部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当天晚上，张建伟向公安机

关报案，并向腾麟北京现代4S

店打电话求援，上蔡县公安局东

岸派出所经鉴定后出具了车辆

非人为损坏证明，4S店也将车

拖到店内检修。

4S店检查后认为车辆的着

火跟车的质量没有关系，如需修

复，张建伟要照单付费。

“我买的车刚跑2万公里就

自燃了，4S店还说和车的质量没

关系，俺一个农民花8万多元买

辆车不容易，希望‘何难帮忙’能

够帮帮俺。”张建伟说。

帮忙记者黄华

电话：13033803388

现代轿车突发自燃
车主维权遭遇困难

本报讯（记者张豪）5月6日

晚8时，2014“河南最美护士”颁

奖晚会在郑州举行，韩雪迎、仵荣

会等10名来自全省医疗卫生战线

的护理人员，凭着崇高的奉献精

神和职业道德，荣获2014“河南最

美护士”称号。省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赵素萍等领导出席颁奖晚

会。

据了解，为激励广大护理工作

者继承和发扬救死扶伤的光荣传

统，树立白衣天使良好的社会形

象，由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卫生厅联合开展

的2014“河南最美护士”评选活动

自今年1月13日启动以来，得到了

全省各级医疗机构的积极支持和

广泛参与。此次评选活动以全省

300多名在职在岗、工作在临床一

线的职业护士为对象，经过近四个

月的发现和寻找，最终评选出10

名“河南最美护士”。

2014“河南最美护士”获奖

名单：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护士长韩雪迎、河南省人民医院

护士仵荣会、南阳市中心医院普

外科护士长孙晓林、郑州人民医

院医疗集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李

伟丽、沁阳市柏香卫生院内科护

士长杨迎春、开封市中医院病区

护士长杜婧、河南科技大学第五

附属医院（原洛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精神科副护士长杜丹、河南科

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士张盼

盼、郸城县人民医院感染病区护

士长刘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护士长赵辉。

太康县赵金豹、赵莉莉父女热心助人美名扬

一个家庭出了两个“中国好人”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郜敏

“河南最美护士”昨晚揭晓

在光山县孙铁铺镇江湾村，提起江世

学，村民把“干事果敢、头脑灵活、刚正不

阿、有思想”等赞美之词用在了他的身上。

今年52岁的江世学，1986年退伍回到

家乡，先后创办了精米加工厂、砖瓦场和沙

场。1998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江湾村因为人多地少，村民外出打工

者众多，导致大量土地摞荒，成了“空心

村”。

针对此情况，2009年，江世学发起创办

了全省首家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江湾

村土地信用合作社，土地得以规模利用。

江湾村采用独特的土地互换模式，置

换土地300亩，建成信阳市最大的新型农村

社区——江湾村河棚新型农村社区。如

今，一期280户农民已入住，二期集建的

240户已全部完成，三期80套高标准别墅

正全力推进。社区内便民服务中心、自来

水厂、卫生室、敬老院、学校、大型超市、文

化活动室、健身广场等基础设施齐全。

2012年，江湾村成功从武汉引进一家

食品加工厂，年产值3000万元，带动当地

劳动力就业80余人。全村建立了高产示范

基地，传统的粮油生产得到巩固。华英养

殖小区、生态养鸡场、天然渔场、苗木花卉

基地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江湾村一跃成

为信阳市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示

范村、先进。

在江世学的带领下，江湾人的生活越

来越好，新建了全镇第一个敬老院，全镇第

一个自来水厂，全镇第一个也是信阳市最

大的新型农村社区，全镇第一个农民健身

广场——明珠广场。

光山县江湾村支书江世学

土地流转带富乡邻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尹小剑

荥阳市杏荥阳市杏花村马英花村马英
照顾智障小照顾智障小叔叔4040余载余载

20132013河南最美村官河南最美村官

今日导读

河南日报农村版、中原三农网推出“爱在身边·好
媳妇 好公婆 好儿子 好女婿……”评选公益活动

详见今日3版

▲ ▲

为了照顾两个小叔，马英专门学会了

理发。

5月5日，马英为上山放牛的刘五送

干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