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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年89岁，曾是一位教师；

他，工资微薄，却资助了近百名贫困学

生；

他，每看到天灾人祸都会慷慨解囊；

每次从3元、5元到3000元、5000元，郸

城县一名89岁老教师，50多年来，资助了数

百名贫困者。这一善举，在当地成为美谈。

面对采访，老人说：“我当兵的时候，一起参军

的74个老乡，如今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有啥不满足的呢？命是共产党给的，我要

报答共产党，回报社会。”

“我的命是共产党给的，我要回
报社会”

3月10日，在郸城县新华路西段，一个无

名小区内，一位头发花白、体形较瘦的老人正

在打扫家属院楼道，老人身边的墙上贴着标

语，标语是爱护环境之类的内容。被大家赞扬

的老人就是他。老人名叫侯一风，今年89

岁。与记者交谈时，老人声音洪亮，举手投足

间有一种儒雅之气。老人说：“我一生俩职业，

一个是当兵，再一个就是当教师，俩职业都很

光荣，这两个职业锻炼了我，也造就了我。”

1949年，22岁的侯一风参加了渡江战

役、西南剿匪，成为一名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

军人。那一年，一起参军的74个老乡，如今

活着的只剩下他一个人。“我感到很高兴，经

历了祖国的各个时期，还安然在世，有啥不满

足的呢？命是共产党给的，我要报答共产党，

回报社会。”

当年，他在执行任务时，军队卡车不慎翻

落河中，他的双耳灌满泥沙，侥幸捡回一条

命，却导致听力部分受损。1952年，他从部

队转业进入教育系统，当起了一名普通教师，

在郸城县石槽镇开始了36年的教师生涯。

“跟他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我对他唯一

的评价就是大公无私。在担任校长期间，他

把所有的荣誉都让给老师。他说，荣誉会鼓

励老师把工作干好，他作为领导，有没有荣誉

都无所谓。”侯一风的妻子唐琳说。那时，唐

琳在另一所学校任教。“一次定工资时，按条

件我能定级到高级教师，每月43.5元。因为

当时名额有限，侯一风就跟我们学校的校长

说，‘把唐琳的资格让给人家’。这一让，接下

来的17年，我的工资一直是38块钱。”

“你理解不理解他的做法？”面对记者的

询问，唐琳说：“当时不理解，现在都想通了。

三个孩子家庭条件也可以，都理解支持他。”

“无论如何也得让孩子上学”

“我家兄妹三人都是侯老师的学生，20

世纪70年代的时候全国经济条件都比较落

后，许多农村的学生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上

学了，我家经济条件也非常差，父母实在没办

法了就打算让我辍学，侯老师来到家中动员

我父母让我继续读下去，还不时用他微薄的

工资接济我们的生活直到大学毕业。在我结

婚的时候连彩礼钱都是侯老师帮我筹集的。”

侯一风的学生张道发回忆道。

张道发说：“那时候侯老师的工资也就几

十块钱，但只要班里哪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产

生辍学念头，侯老师就会动员学生继续上学，

如果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他就拿出3块、5块

买点吃的给他们送过去，并告诉学生家长，如

果有困难就说，无论如何也得让孩子上学。”

对待自己的学生侯一风就像对待自己的

子女一样，对待自己的同事侯一风也是竭尽

全力去帮助他们。

“这些付出或许能改变一个人的
命运”

受助人侯钊向记者讲述：“虽然按辈分来

说应该叫侯老师夫妇哥和嫂子，但我一直把

他们当做父母看。我们家三兄弟都是侯老师

供养出来的，如果没有侯老师供我们上学，我

们现在也许还在家里种地。”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哥侯玉东面临辍

学，侯老师听说后就把我哥接到他家里住，从

小学五年级开始一直供养到大学毕业。”侯钊

说，“我也是在侯老师的资助下考上郑州大学

的，刚上班的时候，我还一直在侯老师家住，

一直到结婚后才搬出去。”

谈起这么多年资助过的学生，侯一风说：

“当时，我是眼看这些孩子有本事、有才华、勤

奋，就是家庭困难，你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

他就上去了。对他们的帮助，对于我们来说

力所能及，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看着孩

子们长大成家立业，我打心眼里高兴。”

一位名叫白远洋的学生受过侯一风资

助，现在在新加坡工作，每次回来都会到侯一

风家看望他们老两口。侯一风说：“上次远洋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上海，远洋当天从郑州搭

飞机去上海看我们，我坚持不让远洋过来，可

远洋说，无论我们在哪儿，只要他回来，就一

定要去探望。”

“每次捐款我都是最高兴的，我
感觉最幸福了”

1988年，侯一风离休了。县教育局为每

位离退休教师订阅一份《老人春秋》，受当时

快递条件所限，杂志无法及时送达每位老师

手中，侯一风就主动担当起了为城关镇77位

离退休老师送书的活儿。至今，郸城县离退

休老师的《老人春秋》还是由侯一风送。

只要是在报纸上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侯

一风都会慷慨解囊。宁平农民张涛患重病、

“笛子哥”刘治友卖艺救父，还有1990年南方

洪灾、2007年家乡修路、2008年汶川地震、

2014年“好校长”张伟去世……“每次捐款我

都是最高兴的，我感觉最幸福。”侯一风说。

虽然侯一风夫妇离休后每月工资不足

5000元，但每年的捐款总在万元以上。每年

教师节，他还会送到县教育局2000元，让县

教育局发给有困难的老师和学生。

“我能活到现在，能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

活，这一切都是党给的，所以我要报恩。怎么

报恩？年轻的时候积极工作，党叫干啥就干

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现在离休了，干不

动了，但我还有工资，省下工资救助一些有困

难的人。”侯一风说，“去世之后我会把遗体捐

给国家卫生事业，这也是对社会有帮助的。

只要是我知道哪儿有困难学生，哪儿发生了

严重灾情，我都会继续捐赠下去。”

“我会将爱心传递下去”

2月13日，在郸城县城关镇中心学校院

内，侯一风爱心基金会成立。县委宣传部、县

教体局以及城关镇各学校干部、曾经受侯一

风资助成才的代表等50余人见证了这一时

刻。

“今天是我最难忘的日子，我感受到了人

与人之间的友好和温暖，我会努力工作，回报

侯老师的帮助。”身患糖尿病、家庭连遭不幸、

生活困难的城关二中教师石显志拿着资助的

900元钱感动地说。

“当时母亲去世了，父亲身体也不好，侯

爷爷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情况后，通过报社和

老师找到我，资助我，我非常感激。我走上工

作岗位后，一定向侯爷爷学习，回报社会。”正

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的侯林涛说。

“我也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会将爱心传递

下去，努力工作，教好学生，把侯老师的精神

传承下去，把爱心和资助送给更需要的人。”

受到捐助的北关小学教师雷爱珍哽咽着表达

感激之情。次日，雷爱珍邀请侯林涛到自己

家中吃饭，并把受资助的200元转赠给侯林

涛。“他还在上学，比我更需要帮助，我有工

作，能照顾好家人。”

侯一风现场为8名贫困师生爱心捐助

3800元。他安慰受资助的老师要克服困难，

坚强生活；捧着受资助孩子们的脸，亲亲他们

的额头，叮嘱他们好好上学。

现场，曾受侯一风资助成才的干部、教师

和学生代表，当场喊出了“俺爸俺妈”“侯爸

爸”“侯爷爷”的感激心声。

“我们将建立贫困师生档案，有计划有步

骤地实施爱心救助，让侯一风爱心协会开花

结果，枝繁叶茂，给困难师生带来温暖和帮

助。”城关镇中心学校校长朱全好说。

“我们倡议成立侯一风爱心协会，是要传

承侯老师这种爱心，以侯一风为原点、为标

杆、为旗帜，凝聚起更多的爱心，传递出更多

的正能量，让侯一风这种个人行为变成集体

行动，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郸城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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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内黄县四大领导班

子领导、县直各局委、城关镇的全

体干部职工和群众1000余人来到

城关镇朱小汪村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大家有的挖坑，有的扶苗，有

的培土，有的浇水，不到两个小时，

1.2万多棵杨树苗就被全部植好，

沿着田间生产路形成了初步的林

网。今年，内黄县围绕建设“富强、

文明、平安、生态”新内黄，加大造

林力度，全力打造环城生态防护

圈，实现“森林围城”。

城东 建设农田防护林网

在内黄县城关镇朱小汪村的

农田里，一眼望去全是沙土地，没

有农作物。“我们这里是黄河故道，

往下挖一米多还是沙土，如果有三

四级风，就能看到沙土在地里移

动，如果风再大一点儿，就能刮起

漫天的黄沙。”62岁的村民朱再平

指着光秃秃的沙土地说，“我们这

里一年只能种一季花生，如果风沙

大了，还能把花生苗埋住，为了防

风固沙，我们将玉米秆插到地里。

政府投资建设农田防护林网，我们

非常支持。”

施工人员在道路两侧扯起百

米绳，每隔两米种植一棵杨树。“县

城以东的沙区是县城沙尘的主要

来源。这里每条道路两侧都种植

两行杨树，因为农田里的道路是网

状结构，种植的树木也组成了网

格，就形成农田防护林网。该农田

防护林网将控制沙区面积两万亩，

折合森林1500亩。”内黄县林业局

副局长李国强说。

城南 建设防护林带

内黄县城南部是该县近年来

规划发展的陶瓷工业园区。为了

减少工业发展对县城居民的影响，

今年，该县在县城与陶瓷工业园区

之间，建设阻隔型防护林带工程。

内黄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国强

介绍，该工程共由3条东西走向的

林带组成，每条宽度300米，总长

度3300米，总面积1500亩。为更

好地发挥生态效益，林带全部栽植

较为高大的杨树，每条林带之间间

隔500米，通过渐进式林带，最大

限度地吸附粉尘，有效减少工业发

展对城区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为

居民和工业园区创造良好的生活、

生产环境。

城北 高速两侧高标准绿化

内黄县林业局副局长魏志东

介绍，今年，内黄县在财政困难的

情况下，提高了补偿标准。在县城

以北，对高速公路两侧进行高标准

绿化，确保每侧绿化带宽度30米，

树木十行以上。“高速路两侧绿化

提升工程46.3公里，涉及张龙乡、

马上乡、田氏镇、石盘屯乡、豆公乡

5个乡镇。目前，各个乡镇都已开

始植树。”魏志东说。

内黄县城原有的西环防护林

带比较完善。一年后，内黄县城四

周将基本建成绿色生态屏障，基本

实现“森林围城”。“森林围城的实

现将改善生态环境和城区居民的

人居环境，提升竞争实力。”内黄县

林业局局长林学军说。

2015年，除“森林围城”工程以

外，内黄县委、县政府在资金紧张的

情况下，还拿出大量资金，启动平原

沙荒营造林、村镇绿化、城区绿化、

红枣保护、林业示范园区建设等生

态建设工程。“2015年，我们林业生

态建设将达到42110亩，这将抑制

扬尘、改善生态、树立形象、加快产

业发展等。”林学军说。

本报讯（通讯员王世冰王世

勇 记者段宝生）近日，清丰县以创

建“国家园林县城”誓师大会为契

机，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动员全县

干群积极参与，迅速掀起绿化美化

家园的热潮，擂响了创建“国家园

林县城”战鼓。

明确任务，合力攻坚。该县根

据创建需要和县情实际，成立6个

绿化建设组，由县级干部任组长，

各乡镇、各单位一把手为第一责任

人。印发制定创建工作手册，量化

细化考核指标、考核内容、任务要

求，明确了工作标准、责任单位、完

成时限。县城内重点路段都有路

长单位、副路长单位和责任单位划

段分包。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协调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市政、林

业、住建等部门做好技术指导；财

政、国土等部门在资金、土地等方

面提供支持；妇联组织“三八红旗

手”、巾帼志愿者参与植绿护绿；团

县委组建“青年突击队”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争做

护绿爱绿模范；工会号召企业及工

会会员积极参与；县电台、县电视

台、清丰网开辟专题专栏，推出创

建典型，加强舆论引导监督，使创

建活动深入人心。

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围绕打

造“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

位，依托自然和人文资源，高起点、

高标准编制好县城园林专项规划，

走出一条具有清丰特色的创建道

路。通过规划扩绿、见缝插绿、腾

地造绿、更新补绿，县城建成区绿

地率达33%以上，绿化覆盖率达

38%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9平

方米以上。强化公共绿地管理，严

格控制“城市绿线”，启动实施“绿

色图章”制度。加强城市文物古

迹、古树名木的保护和市容市貌的

综合整治。实现用水普及率达

98%以上，水质综合合格率达

100%，人均拥有道路面积10平方

米以上，道路亮灯率达98%以上，

每万人拥有公厕4座以上，加大城

市供水、排水管网建设，积极改造

老城区排水系统。确保城市空气

质量在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天数保

持在260天以上，地表水环境质量

达三类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 90%以上，污水处理率达

80%以上。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师红军 王旭辉)在鲁山县鲁峰山

上，雪松、翠柏一片碧绿，冬青、栾

树已发芽，专业造林队人员正忙着

清理树盘、去杂草。3月16日，该

县辛集乡政府负责同志说，能让这

片荒山披绿装，造林大户王春阳可

没少操心。

鲁峰山是鲁山县的东大门，绿

化面积大，造林任务重，王春阳看

在眼里急在心中，下决心绿化荒

山，造福后人。2011年，他毅然放

弃了在外经营多年的生意，回到家

乡，承包了鲁峰山上的2500亩荒

山。合同签订后，王春阳立即购置

一批植树机械，组织技术人员上山

勘察设计，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

树的原则，当年就栽植了雪松

2000多棵、五角枫1000多棵、女

贞1000多棵等苗木。

几年来，王春阳把鲁峰山当成

家，把造林绿化作为自己的事业，精

心经营。近年来，该县干旱天气频繁

发生，王春阳更加注重树木的管护，

专门购置了一辆拉水车，及时为苗木

浇水，仅去年抗旱浇树就投入20多

万元。每年在搞好造林的同时，对往

年造林地块进行了补植。当地群众

说，鲁峰山从以前的荒山到现在的成

片绿林实在是来之不易。

抓春耕 重春管

郸城县89岁离休教师侯一风

热心慈善 愿捐遗体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刘杰张希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凌）

“现在虽说春天了，但气候易出现反常，更要

注意大棚内的温度变化，早春阶段棚内温度

低，此时应以增温保温为主，整个春季管理中

无论增温还是降温，都应保持棚内正常的温

度和湿度，防止因温差过大而影响早期瓜菜

苗的正常生长。”

3月17日，在沈丘县周营乡王寨村的大

棚西瓜基地，来自全乡20个村的52名农村

党员致富能手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该基地王武

斌技术员讲解大棚西瓜栽培技术。现场的党

员们边听边记，私下还不时交流互通学习、学

技心得体会。如今，党员学先进、争致富、当

能手在该乡已蔚然成风。

今年以来，该乡在创新开展基层党建工

作中，乡党委率先在辖区基层党组织中开展

“党员亮牌争先进，支部挂星创一流”主题教

育活动。在具体操作中，该乡积极搭建党员

创业致富新平台，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现场

观摩、专家授课和技术能手交流等多种形

式，把党建课堂前移基层第一线，把培训班

办到示范基地，以此引领广大党员积极投身

创业增收致富奔小康大潮中，成为创先争优

的标兵。

据了解，目前该乡已树立党员创业致富

标兵52名，发展党员创业致富示范户160

户，成立党员专业种植、养殖合作社12家，辐

射和带动1800多农户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汝涛）

“你这块麦田里部分麦苗已发生纹枯病，如不

及时防治，会给小麦生长带来严重影响，每亩

可用20%三唑酮乳油70毫升或25%戊唑醇

可湿性粉剂15克，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

“每亩用20%氯氟吡氧乙酸乳油30毫升加上

10%苯磺隆15克，兑水40公斤喷防，可以将

麦田里的阔叶杂草清除。”……3月15日，在

商水县练集镇王寨村的麦田里，该镇农业服

务中心农技员给农民开出一张张小麦春季管

理“科技处方”。

商水县练集镇农技人员联合“土专家”深

入23个行政村的田间地头，对各村麦田苗

情、墒情、病虫害情进行详细调查，并以发放

资料、现场解答、田间指导等形式，面对面、手

把手地向农民讲解因苗制宜、分类管理、综合

运用肥水等田间管理技术。同时，根据小麦

长势和病虫害情况，为小麦“把脉问诊”，开出

“科技处方”，为全镇4万亩小麦丰产、丰收打

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目前全镇共印发春播、春管、春

防生产技术“明白纸”4000余份，现场培训指

导群众800余人次，开出“科技处方”2000余

张。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林

恒超 李永胜）为了确保今年夏粮丰

产丰收，春节刚过，杞县圉镇镇农民

趁落下两场春雨的有利时机，掀起

了小麦春季管理及春耕生产高潮。

该镇驻村干部深入各村联合农

技人员到田间，根据不同地块麦田

苗情逐一查看，“对症下药”科学管

理，对旺苗麦田采取控水、控肥等控

旺措施，对三类弱苗进行补肥增力，

向农民传授小麦管理科技知识。镇

里协调农资、农机部门，购进优质化

肥、农膜、种子、农药及用于灌溉、施

肥、播种、喷药等农机具生产物资，确

保小麦春管及春耕生产万无一失。

杞县工商管理局圉镇工商所加强农

资监管力度，彻底杜绝假化肥、假种

子、假农药坑农害农现象发生，全面

维护农民切身利益，为春耕生产保

驾护航。

截至目前，该镇已追施小麦返

青肥6万亩，浇小麦返青水4.5 万

亩，喷洒小麦除草剂及小麦“一喷三

防”药剂5万亩，购进优质化肥1500

吨，农膜500吨，玉米、花生及小杂

粮种子150吨，各种农机具共500

多台，为今年夏粮丰收打下了坚实

基础。

农村版

杞县圉镇镇

小麦春管春耕
及早动手

内黄县

构建“森林围城”
打造生态防护圈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

鲁山县

造林大户王春阳
誓让荒山披绿装

清丰县

擂响创建“国家园林县城”战鼓

沈丘县周营乡

课堂前移让党员领唱“致富戏”

商水县练集镇

给小麦春管开“科技处方”

3 月 22 日，汤阴

县韩庄镇三禾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的工人正

在查看蓝莓长势。近

年来，该镇积极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鼓励

和引导农民种植蓝

莓、草莓、火龙果等特

色水果，促进农业增

效 、农 民 增 收 。

本报记者 秦名

芳通讯员伦红国摄

汤阴县
果园春管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