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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侯博实习生杨风

8月1日，郑蒙恩的父母郑海社、胡秀霞

和姐姐郑福荣捧着郑蒙恩的遗照返回家乡。

今年3月15日，虞城县刘店乡门神楼村

21岁小伙子郑蒙恩，在昆山务工期间，因劝阻

一起斗殴事件，被歹徒殴打、刀捅致死。

经过警方缉凶、检察院批捕、材料认定，

今年6月5日，郑蒙恩的行为被昆山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认定为见义勇为。近日，昆山市对

郑蒙恩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了表彰。

面对歹徒行凶，他去劝阻被捅

郑蒙恩，今年21岁，身高185厘米，长得

高大帅气。初中毕业后，郑蒙恩就到江苏省

昆山市打工。

3月15日，周日，郑蒙恩休息。当天下

午，自小就喜欢溜冰的郑蒙恩去昆山市中华

园风云溜冰场溜冰。溜冰期间，郑蒙恩看见3

个年轻人手持凶器对一个赤手空拳的小伙子

围殴。被打的小伙子倒在地上，3个人仍然对

其进行殴打。

当时，包括溜冰场的管理人员在内，现场

很多人，没有人上前制止。善良的郑蒙恩看

不下去了，他走上前去，劝阻行凶的3个人。

3个凶手转过身就对劝阻他们的郑蒙恩

动起手来。拿水果刀的凶手一手拉住郑蒙恩

的右手，另一只手持刀向郑蒙恩身上捅；另一

个凶手狠掐郑蒙恩的脖子；还有一个拿钢管

的凶手，举起钢管殴打郑蒙恩的头部。

监控显示，被打后，郑蒙恩双手捂住大腿

根部，这一刀伤到他大腿上的动脉，是致命

伤。郑蒙恩身中5刀，脖子被掐得瘀青，额头

上还有一个钢管殴打的伤。

凶案发生的当天夜里，当地派出所就将3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全村400多人含泪迎接英雄回村

许以仗是门神楼村德高望重的老村主

任。他说，郑蒙恩自小就是个好孩子，哪家孤

寡老人喊一声，拎个水、抬个东西的，他跑得

最快。听说噩耗，他们全村400多人没有不

掉泪的：那么好一个孩子，怎么就走了呢？

郑蒙恩生前有个女友秀秀，是甘肃人。

两人说好，今年年底回家结婚。郑蒙恩牺牲

后，秀秀一直守护在两个老人身旁，安慰老

人。秀秀说，郑蒙恩就是太善良了，看见人家

打架，害怕出大事，就去劝阻……秀秀向两位

老人许诺，今年春节期间，她会来虞城看望两

位老人。

郑蒙恩80多岁的爷爷长年卧床，患有老

年痴呆。最近一段时间，他不住地问郑福荣：

“蒙恩是不是出事了，我咋光梦见他……”郑

福荣不敢说，只安慰说蒙恩在外打工，没什么

事。

8月1日，郑海社捧着儿子的遗像回到村

里，全村400多人，无不落泪。

●“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故事之二

淇河，是孕育鹤壁儿女的母亲河。就在

干旱少雨、河水日益枯竭、几乎断流的紧要关

头，今年上半年，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先后4次

向淇河补水，丹江水充盈淇河，滋润众生。

8月1日，记者走进南水北调鹤壁段倒虹

吸，看着丹江水从古老的淇河底下穿过，向北

方奔流而去。淇河渠道倒虹吸工程，属于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鹤壁段的河渠交叉建筑物，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夏庄村北约100米，东距

京广铁路约400米，距107国道600米。该工

程由倒虹吸、节制闸和退水闸组成。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鹤壁段全长30.833公

里，南起沧河倒虹吸出口末端，终点接汤阴段

起点。鹤壁段渠道设计流量245～250立方

米/秒，加大流量280～300立方米/秒。总干

渠以明渠为主，明渠与河流全部采用立交。

渠道设计水深7米，设计底宽8～19米。通过

3个分水口门向鹤壁供水，一个退水闸向淇河

补水。

“2014年 12月 12日，南水北调中线通

水，丹水到鹤壁市是12月23日，从此，鹤壁人

喝了几十年的碱性淇河水，改喝绵甜的丹江

水。”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河南分局局长王江

涛介绍，“截至7月30日，通过鹤壁3座分水

口门向鹤壁市淇滨区、淇县、浚县，濮阳市区、

濮阳县，滑县等地供水量1760.9万立方米，鹤

壁共有40万人受益。”

为了保护水质，鹤壁管理处派专人巡查，

清理漂浮物。每天定点、定时、规定动作取水

样，送达郑州南水北调中线管理局进行水质

监测，确保水质安全。

据介绍，每年1.6亿立方丹江水解决鹤壁

吃水问题，等于增加了一条淇河，优化了生态

环境。通过用调控，逐步对鹤壁及周边城市

挤占的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进行了返还，且

有效地控制地下水超采和保护水资源。今

年，鹤壁新区因为喝上了丹江水，吸引了大批

外地客商，增加了人流、物流，繁荣了鹤壁的

经济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杨玉成 王

向灵 记者巴富强）“过去抗旱浇

地，再热的天农民们也要在地里

摆弄水管，现在俺采用雾滴灌机

械浇地技术，半小时去换一次水

管就行了，每次浇地宽带20米，

不但省水、省时、浇得透，而且人

也不受罪。”8月4日，在浇地的

沈丘县东城办事处于庄村村民

于自仲自豪地说。

走入沈丘县农村抗旱第一

线，地头到处是抗旱的雾滴灌机

械设备。“前些年抗旱农民群众

都是采用喷灌机浇地，至少需要

2个人同时作业，每次浇地后沟

满河平，庄稼苗冲得东倒西歪，

有些被连根冲走。现在我们引

入雾滴灌机械浇地技术，把一定

压力的水，经管网和滴灌带均匀

地滴入植物根部，不产生地面径

流，非常省水省事省人力。”东城

办事处主任马洪军说。

“拐子杨，没院墙，只有几件破瓦房；有厕

所，没有盖，进去像个大猪圈……”如果没有

人告诉你，你可能不会联想到，这段顺口溜形

容的是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小学曾经的窘

况。

拐子杨村小学的教室，已经在风雨中矗

立了半个世纪。学校没有院墙，只有两排破

旧的土坯瓦房做教室。教室房顶上的石棉瓦

破破烂烂，外面下着雨，屋里流瀑布，孩子们

搬着桌子四处躲雨上课。教室里也没有通

电，碰上阴雨天气,大白天也要点着蜡烛上

课。学校门前有三个大水坑，垃圾遍布，臭气

熏天，整天让人为孩子的安全提心吊胆。

到2004年，学校实在无法再继续使用，

但拐子杨村经济落后，村民生活都不富裕，家

家户户都只能看着孩子受苦，却拿不出钱来

盖学校。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拐子杨村

陆续有不少人外出打拼，多少有些“活泛

钱”。如果能找到这些人，每个人捐一点，说

不定能改变村小学的现状。抱着这样的念

想，村里的老支书踏上了南下的路程。从广

州到深圳，老支书寻访了不少打工的乡亲，始

终没有得到一个准话。直到有一天，老支书

找到了张全收。

听完老支书的描述，张全收当场就急

了。他说：“你谁也别找了，赶紧回去把房子

拆了，千万不能让孩子们有危险。你放心，建

学校的事我包了！”

就这样，老支书先带着张全收给的8万元

钱回来了。村里老少爷们喜出望外，开始热

火朝天地张罗拆旧房、建新房。既然夸下了

海口，许下了承诺，张全收也说到做到，后续

的资金一分不少地送了回来。现在的拐子杨

村小学有了漂亮整洁的校园，有了宽敞明亮

的教学楼、办公楼，有了平坦的操场跑道，还

有了标准的水冲式厕所，图书室、阅览室、运

动器材等一应俱全，连门前三个大水坑也得

到了彻底治理……

新学校开学那天，张全收回来看望全校

师生，言谈之间大家才知道，学校开始筹建

时，张全收捐出了仅有的8万块钱，之后花费

的70多万元，是他一边借、一边挣，一点点攒

出来、抠出来的。听到这些，许多老师和乡亲

们当场都哭了出来。

2006年，朱里镇准备修建敬老院出现了

资金缺口。张全收知道后，慷慨捐出70万

元。敬老院顺利建起，近百位老人有了安度

晚年的场所。

2008年，在乡亲们的呼声中，在镇领导

的邀请下，张全收开始担任拐子杨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

自从回乡当上了“村官”，张全收对家乡

的回报就“根本停不下来”。村里大大小小的

街道需要改造升级，农田需要修建水利设施，

照明用电需要变压器……凡是群众需要，张

全收总是有求必应、有难必帮。每年春节，张

全收都要给村里100多位70岁以上的老人发

红包，给60户贫困户送去面粉和粮油，并为

全村人免费购买了医保。10多年来，张全收

累计出资183万元为村民办实事。

8月1日，在汝南县东启家庭农场蔬菜种植基地内，工人们在采摘包装黄秋葵。该农场通过土地流转承租土地800多亩，投资1000

多万元建起自动温棚180座，主要种植龙须菜、黄秋葵等高档特稀蔬菜，产品畅销北京、郑州、武汉等市场，实现年收入800多万元。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孙凯摄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

员杨济公）7月29日，新乡市召

开环保工作紧急会议，会议针对

7月27日下午省环保厅对该市

等四地公开约谈的情况进行通

报，并对该市近期环保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我们已经开始由各位局领

导带队对所联系县（市、区）涉水

企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夜查和

突击检查，形成环保执法高压态

势。”新乡市环保局局长胡建森

介绍说，“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用

重典、出重拳、下狠招、拔毒瘤，

该罚的罚、该停的停、该关的关，

对于偷排偷放、超标排放等严重

环境违法行为坚决进行司法移

交，严肃追究企业有关负责人的

法律责任。”

据了解，新乡市以省环保厅

约谈为契机，迅速掀起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的高潮，全面开展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刘 君 王有震）8月3日，记者在

泌阳县王店镇政府采访时看到，

该镇亲情聊天室内3名留守儿

童和一位留守老人在通过电脑

视频和远方打工的亲人聊天。

据了解，该镇投资5万元建

立了高标准的QQ视频聊天体

系，为留守儿童开展咨询、代理、

亲情服务。开通了以“魅力王

店、和谐家园”为网名的服务平

台，提供免费上网服务，留守儿

童和外出务工的父母通过视频

聊天深化了感情。通过亲情视

频室的网络，孩子们与远在千里

之外的父母诉说思念，交流情

感，有效保证了留守儿童与父母

之间、留守老人与子女之间必要

的亲情交流。

21岁虞城小伙儿郑蒙恩昆山见义勇为献出年轻生命

全村人含泪迎接英雄回家

新乡市

出重拳保碧水蓝天

泌阳县王店镇

亲情聊天室 温暖亲人心

沈丘县抗旱有一手

机械雾滴灌 节水又省力

修了村小学 再建敬老院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刘华山

南水北调给淇河“输液”
□本报记者赵川

种植高档蔬菜年入种植高档蔬菜年入800800万元万元汝南东启汝南东启
家庭农场家庭农场

本报讯（记者田明实习生何雪婵）8月

5日，记者从河南农业大学获悉，8月6日～

7日“黄淮麦区小麦遗传改良高峰论坛”在

郑州市举行。来自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农业大学等从事小麦遗传改良的60余

名专家齐聚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要目标是“找准黄淮麦

区小麦遗传改良的主要瓶颈问题，并探讨

解决的策略”，最终服务于小麦生产，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

与会的国内小麦遗传育种、小麦栽培

与土壤肥料方面的知名专家将进行主题报

告，与会人员进行互动讨论，从而对我国粮

食生产和小麦遗传改良所面临的形势，今

后一个时期小麦遗传改良的主要目标、产

量和品质的协同改良等系列问题形成共

识。

专家齐聚郑州探讨
黄淮区小麦遗传改良

多彩文化扮靓乡村

军民融合鱼水情深
◀上接第一版

该县在领导重视、营造氛围、落实政

策、排忧解难，并把国防教育同全民教育、

干部培训等相融合的同时，在财力十分紧

张的情形下，先后拿出2000多万元，改善

了驻扶部队官兵办公及生活条件；更新了

民兵训练基地设施，建立了应急保障基金；

为消防大队征招了25名政府专职消防队

员，购置了高喷车、登高车、城市主战消防

车、多功能抢险救援车。

驻扶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父

母。走进扶沟，无论是在抗洪抢险一线，还

是在扑灭火灾现场；无论是在扶贫攻坚的

乡村，还是科普培训的现场，处处都留有驻

扶子弟兵服务于民的身影。

◀上接第一版

为深化农村文明创建，该县建立了城

乡互动、资源共享、结对帮扶的相关机制，

将46家省、市、县级文明单位与示范村结

对，对示范村给予大力支持，以城带乡、文

明共建。

“只有农村文化发展了，美丽乡村才

有内涵、有品位、有活力。”武陟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薛新生说。

滩区群众可否愿搬？
◀上接第一版 陈存立笑了：“他

们现在不用爬楼，也能种个菜啥

的，省些钱。搬到楼上去，水呀

电呀，吃呀喝呀的都是钱。可说

归说，搬新家的好处他们心里透

亮透亮的。看病就医、孩子上

学，将来就近干些啥营生，各方

面都比现在强。”

一个小村庄也是一个小社

会，大家都原意搬吗？镇里的同

志告诉记者，他们逐户调查，征

询搬迁意愿，愿意并签了意愿书

的在97％以上。记者问：“一些

有特殊情况的家庭怎么办？”陈

存立说：“村里有十几个五保户，

将来都住敬老院。有一户，老娘

80多岁了，有一个傻儿子，媳妇

最近摔断了腿，是村里最困难

的。镇上答应一定想办法在政

策范围内帮扶这户，让他家如期

住进新房。”

为了早搬，邢庙村
群众给省委书记写过信

因为迁建的事，小小的邢庙

村来过好多大领导。

陈存立告诉记者，省委书

记郭庚茂、省委副书记邓凯、副

省长王铁等省领导都来过邢

庙，他跟大领导也是有啥说

啥。村里群众都希望早日搬

迁。可后来听说没列入首批试

点，群众就急了。于是，到了去

年5月，就有群众在网上给郭

书记写信。

记者查到了这封信。那是

去年5月14日，邢庙村的群众代

表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

给省委书记郭庚茂写的一封言

辞恳切的信。信中说：“同是黄

河滩区，范县张庄乡被确定为试

点，群众将享受到政府的搬迁补

贴资金。陈庄镇因黄河滩区人

口少，邢庙和东宋楼两村没有被

列为试点，也不能享受相关扶持

政策，群众对此很不理解，甚感

失望。群众都在问:我们正在

试，为啥不能当试点？同是黄河

滩区，我们村为啥不能享受搬迁

政策？急盼郭书记过问一下此

事，我村群众搬迁愿望强烈，已

经先行先试，希望得到领导的鼓

励，政策的支持。”

很快，群众翘首以盼的好消

息传来，经过逐级上报，范县陈

庄镇东宋楼和邢庙两个滩区村

纳入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的

申请被省政府批准，成为第一批

迁建试点。

站在黄河岸边，陈存立恳

切地对记者说：“这说明干部群

众真的想搬，越快越好！”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时昌宁）8月5日，追授王保

军“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称号命名大会在滑县举行。

会上宣读了公安部《关于追授王

保军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称号的命令》，并向王保

军同志颁发了“二级英模”奖章、

证书和奖金。

王保军生前系滑县公安局

道口镇派出所副所长，2014年4

月，滑县开展“雷霆行动”。王保

军带领同事不分昼夜坚持在工

作最前线，连续超负荷工作把王

保军累垮了，同事们“逼着”他去

医院，没想到一检查竟是胃癌晚

期……面对绝症，他选择继续工

作，直到11月初病情恶化到不

能再坚持，才不得不住院接受治

疗，不幸于2014年12月15日凌

晨去世，英年42岁。

王保军从警20年来，先后参

与侦办、破获各类案件120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00余名、网

上逃犯60余名，为维护社会治安

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王保军

多次受到上级公安机关的表彰，

荣获全国“最美基层公安民警”、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

号，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滑县民警王保军被追授为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