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峡县五里桥镇大桥村丁营农民丁文会自

制飞机成功成为当地一件新鲜事。日前，带着

自己制造的飞机参加完中国山东莱芜国际航空

展览和郑州航展回到西峡，他掩饰不住兴奋，激

动地叙说收获：“国内外航空专家和飞机制造董

事长都充分首定了我的飞机。中国北航通用航

空集团特邀我加盟，中国实验类飞机协会吸收

我为会员，山东通用航空协会要求购买我制造

的飞机，山西通用航空研究院要求与我合作生

产小飞机。”

丁文会制造的飞机为单人驾驶观光飞机，

翼展为8米，机身长6米，总重116公斤，最高时

速可达300公里，最高可飞3500米。目前，飞

机正在调试阶段，调试完成后，即将进行飞行试

验。他制造的这款飞机，在国内外技术非常成

熟，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能，最适合普通的航空爱

好者使用。

丁文会是2009年开始萌发自己造飞机梦

想的，他的心愿是造一架自己娱乐使用的飞机，

于是他将家里用来买车的10多万元钱从美国

一家公司订购了制作飞机的原材料和飞机制造

图纸，还从德国进口了一台用于制造飞机的专

用发动机。又花费3000多元购买了《飞机原理

构造》、《飞机装备工业》、《现代飞机制造技术》

等50多部书籍，硬是自学加实践，一个人在自

家小院里完成了飞机制造安装任务。从梦想到

制造飞机成功，丁文会用了近4年的时间。

丁文会起初把要制造飞机的想法告诉亲朋

时，引起了不少人对他的质疑，有人说是痴人说

梦。但富有毅力的丁文会，硬是让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成功。

9月28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

委、交通运输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

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加快

实现包括推动低空飞行旅游装备产业化发展在

内的5项重点任务。有了顶层设计和政策支

持，丁文会更加坚定了对制造小飞机的信心和

决心，也必将迎来自己发展的春天。

根据国家民航局的规定，体重在116公斤

以下的轻型飞机可享受“特殊待遇”：上天前，飞

行员的驾驶执照不需要审定，飞机适航条件也

不需要审定，此外，也不必进行合格审定，只需

在每次起飞前进行空域申请即可。

面对未来，丁文会说：“下一步，将研制二人

机型和无人驾驶飞机，将飞机的使用范围扩大

到巡逻、检测高压线路、航拍、消防等领域，为地

面救援提供更好的空中服务。”

10 月 18 日

上午，安阳县法

院组织法官及

退休干部，深入

到辖区北郭乡

武庄村敬老“千

人饺子宴”活动

现场，开展“老

年人权益保障

法”法律咨询及

普法宣传活动，

在“九·九”老人

节之际，为1300

余名老年人送

去节日的喜庆

和 司 法 的 温

暖。图为法官

为老年人提供

法律咨询。

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领导干部也不例

外。但是，有些干部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或者说

只惦记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追求功名利禄，

不能很好地履职尽责，做到服务人民、奉献自

己，不能正确地处理和把握“出彩”与“出力”的

关系，被贴上了官场“油子”的“封条”。人人都

渴望有出彩的机会，但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

“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

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多出力才可能会出彩。天下一勤无难

事。要想取得出色的成绩，必须付出超常的努

力。农民种地是这样，工人做工是这样，领导干

部为官从政也是这样。而有的干部只羡慕出彩

的荣耀，却不愿意为之倾注心力，为了达到出彩

的效果，或是热衷于造势，处处出风头、争彩头；

或是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搞一些得不偿失的面

子工程；或是在工作上急功近利，只栽速生杨，

不种公孙树。这样的干事创业，不但不能出彩，

还有可能出丑。工作想真出彩，还得靠实干。

一个人从政为官，如果说一点不在意个人

出彩，似乎也不太现实，但是，既然选择了公务

员这一职业，就必须明白，对党忠诚、为民负责，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些是站在党旗下、宪法前宣

誓时所作出的承诺。这就意味着作为干部，不

能只想着个人“出彩”，而不想着为党和人民“出

力”。

党员干部毕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并且有

着严格的党纪条规要求，不允许过分强调自我

发展、追求个人出彩，必须始终做到戒奢求、除

贪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党员干部包括

某些领导干部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权

不用，过期作废”等腐朽思想，只想揽权不想放

权，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这

是典型的利己思想在作祟，是权力观、价值观、

利益观扭曲的结果。

工作想要出彩，就要会出力、巧出力、出对

力。不仅看有没有“干”，更要看有没有“效”。

“效”从何来？要做到“三快”：“嘴快”，及时做好

上情下达、下情上传；“脚快”，多深入基层、走近

群众，全面准确了解情况；“脑快”，更多地结合

工作思考，找准落实的着力点。有些干部工作

常常事倍功半，出力不出彩，重要原因就是手中

缺少创新落实的招数。要想手中有“招”，平时

就要多学习、多想事。在其位，谋其政，担其

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是责任担当的严重缺

失。要牢记责任、恪尽职守，敢于担当、善于担

当，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通过出

力流汗，赢得群众的信任理解支持，也收获人生

的精彩。

近段时间，在农村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玉

米收购价格怎么跌得这么快？连个思想准备都

没有，断崖式一降再降，让广大农民承受不了。

丰产不丰收，咋能没怨气？去年同期一斤玉米

值1.08元，今年变成了0.8元，同样的产量，收

入大大缩水，农民咋会不伤心？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庄镇一位袁

姓村民扳着指头算起账，“我种植了5亩玉米，

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亩产1200斤，去年，收入

6480元，今年只收了4800元，缩水1680元，每

亩少收入336元。不比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同样的投资，同样的管理，同样的付出，效益却

相差这么多，心里咋能舒服？少收入的1680元

就够化肥、浇地、打除草剂、机收、犁耙等费用

了。”

笔者就此专门走访了几家玉米收购点，一

位老板说出了自己的忧虑，“价格降得让人不知

所措，由于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了将近30%，农

民存在惜售心理，期盼着价格上涨，不愿意马上

卖掉，同期相比，少收几十万斤，价格低要求严，

干湿度必须在15%以下，霉变率不能超过2%，

农民肯定有气。据了解，受进口玉米和粮储价

格影响，玉米价格还有下行空间，上涨几乎不可

能，可是又没法向村民解释清楚，况且是大气

候，包括东北、山东，新玉米上市价格都连续下

跌，咱能控制住？”

一些农民觉得价格低，干脆将玉米装进袋

子或者铁丝笼子里储存起来，待价而售，能不

能涨价，又有谁能说得清？担心价格再降，部

分农民忍痛割爱将玉米棒脱粒晾晒达到标准

后赶紧卖到收购点。

谷贱伤农，这个道理都懂。怎样才能让农

民丰产又丰收，需要各级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

智慧和办法，是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农

民收入？还是发展高效农业，帮农民提高单位

面积效益？或者发展其他产业？总之，农民信

服事实，只要能不再发生“谷贱伤农”的事件，农

民就会心满意足。

建言献策

□张超

不能“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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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账”更要“销号”
有话直说

□王秀根凡人善举

□杨蓓蓓

中原影像

□黄宪伟耿新平摄

西峡农民丁文会自造飞机

灵宝爱心志愿者

捐助白血病女童

社会百态

□余平

民生关注

□乔光

“千人饺子宴”宣传老年法

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中，通过前期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对照检查和批评与自我批

评，每名党员干部都对照上级

规定的内容，深入剖析自己，

查纠存在问题。专题民主生

活会上，大家都红了脸，动了

真，相互间提出了实质性的批

评意见。然而，有的单位会议

已召开一个多月了，问题整改

却仍然停留在纸上，只“挂”了

“账”，没及时“销号”，问题终

归还是问题。

整改成了空话，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方面，有的同志对

教育整顿的目的意义缺乏正

确认识，把教育整顿当做关

口，存在闯关过坎的思想，个

别同志甚至为了过关，会前私

底下相互交代，“会上提的别

介意，那是说给领导和工作组

同志听的”，结果会上信誓旦

旦，问题列了清单，整改决心

很大，然而会一开完就丢到一

边。另一方面，有的单位领导

往往只重视会前准备和会议

质量，对后面的整改落实，考

虑有的短时间难以见效，便只

是提了要求，缺乏一抓到底的

狠劲和韧劲。

专题教育效果如何，不是

看查找了多少问题，也不是看

会议开得如何圆满成功，关键

是看问题是否真正得到了解

决。查找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整改措

施再具体、再完美，不去抓落

实，只能是白费功夫瞎折腾，

起不到任何作用。

要确保问题整改见效，首

先要领导干部带头。各级领

导干部必须坚持眼睛向内、刀

刃向己，以自身问题的“清零”

来影响和坚定部属整改的决

心。其次要坚持真抓真改。

拿出坚定的决心，较真碰硬，

刮骨疗毒，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地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

过，坚决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撒

手，整改不到位不放过。再次

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

把整改措施向群众公开，整改

决心向群众承诺，整改结果交

群众评价，真正让广大群众来

监督整改。

10 月 14 日 中

午，灵宝市纪委和保

密局爱心志愿者自

发组织到阳店镇南家洼村，去看身患白血

病的5岁女孩何艺琳，并为她送去爱心捐

助款7000元。

何艺琳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父亲何天亮是阳店镇南家洼村人，现为阳

店镇的大学生村干部；母亲做临时工，奶奶

70岁。今年7月29日，小艺琳突发高烧；8

月31日，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非成熟B中危）。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第一个疗程，医药费花了7.9万元，而根

据医院的建议，同样的疗程还要再做23

个，治疗需持续两年半时间。

当灵宝市纪委和保密局爱心志愿者从微

信圈看到小艺琳身患白血病，需百万元治疗

费，却无钱看病的消息后，便积极在各自朋友

圈转发通告，并发动亲朋好友捐款，共筹集到

爱心救助款7000元。截到目前，小艺琳共收

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助款12.5万元，她也

将奔赴郑州开始第二疗程的治疗。

汽车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销售时却隐瞒、误导、欺骗，售

后服务态度差……针对近年来

消费者在汽车消费中反映的主

要问题，消费者协会提醒大家

购买新车时，应注意以下八方

面事项。

核对所交付车辆型号是否

与销售合同中标注一样，主要

体现在车辆配置和功能是否与

厂家车型宣传手册一致。

对所交付车辆进行功能检

查，包括钥匙、灯光、挡位、油

门、离合、刹车、方向、空调、车

窗、座椅、音响、轮胎等，查看是

否能正常工作，建议让企业工

作人员在旁，以便随时询问。

检查车身钢板、保险杠的

平整度，是否有出现不正常的

凹陷、凸起现象，以免购买到事

故维修车辆。

仔细查看各处漆面，尤其

是一些容易在运输过程中被剐

蹭的部位。车身漆面是否存在

麻点、皱皮、鼓泡和划痕等现

象。

打开发动机罩，查看发动

机及附件有无油污、灰尘，各主

要部件结合缝隙处有无液体渗

漏，连接固定部位的螺帽是否

有很明显拧动过的痕迹。

将所交付车辆开到车间通

过举升机举起进行底盘检查，

检查有无相关液体泄漏现象；

同时检查车辆底盘是否有剐碰

伤痕。

随车资料检查，主要包括

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三包服

务卡、车辆使用说明书、随车工

具及备胎等。

若企业在销售时答应有赠

品也记得索要，不能带走的也

应该以书面形式确认。

一男子“五

进宫”仍不思悔

改，出狱不久又

盗窃电动三轮车被判刑。10月19日，罗山

县法院依法以盗窃罪判处姚某有期徒刑10

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今年1月6日，姚某在罗山县铁铺镇将

孙某停放在街道东边的一辆红色电动三轮

车盗走。1月14日，姚某在铁铺镇街道西

街一诊所门口，将吴某停放的一辆龙迈牌

红色电动三轮车盗走。2月8日，姚某在铁

铺镇街道东街菜市场，将张某停放在监控

摄像头下的一辆红色电动三轮车盗走。不

久，姚某被抓获，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

另查明，被告人姚某因犯盗窃罪，

1989 年被罗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2

年，1995年被罗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

年，2012年被信阳市浉河区法院判处拘役

6个月；2013年10月被信阳市浉河区法院

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2014

年被罗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

处罚金2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姚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一年内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

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姚某在有期徒刑刑罚

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看身边的朋友、亲戚都买

了车，我瞅着眼热，于是东拼西

凑了六万元，买了一辆入门级

的合资品牌私家车。买车后我

确实高兴甚至自豪了一阵子，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

久，我的车就伤我自尊了。

那是一个周末，公司在酒

店举行聚餐，吃饱喝足后我们

这些有车族自然要捎带没开车

的同事回家。见美女同事小蕾

走了过来，我赶紧拉开车门，殷

勤地对她说：“我们顺路，我捎

你一脚。”“不用了。”美女说完

便径直朝大明的宝马走去。大

明是富二代，家底殷实，出手阔

绰，不像我们这些工薪阶层，习

惯精打细算过日子。大明的车

是进口，我的车是国产，大明的

车高端大气，我的车低端经济，

他的车有360度全景摄像头辅

助泊车，我的车只能靠后视镜

停车，他的车马力十足，我的车

起步很“肉”。好车配美女，小

蕾怎么会坐我的车呢？

前些天下班回家晚了，我

开车到小区门口就被保安拦住

了。“现在车位已满，你的车不

能进去。”保安冷冰冰地说。我

正想请保安通融下，保安却放

行了一辆奔驰。“他的车能进小

区，我的车怎么不能进？”我心

中燃起了无名怒火。“人家买了

私家车位，我当然要放行。”保

安说这话时多少带点鄙夷，我

也只能哑口无言。哎！人和人

有差别，车和车也不平等。小

区里好车住“别墅”（私家封闭

式车库），差一点的住“集体公

寓”（地下车库的私家车位），只

有我们这些家底薄的车主才去

抢屈指可数的地面车位，一旦

车位已满只好在小区外面“游

荡”。

上星期我把车开到4S店

做保养，前台工作人员极力向

我推荐一款高档润滑油，她说

这款机油具有双重耐磨、超强

清洁、高低温保护等核心功能，

能确保在极端苛刻环境条件下

我的爱车能发挥卓越的性能。

我有些心动，老婆却对工作人

员说：“好马配好鞍，咱们这款

车不值得用这么好的润滑油，

你就给我们用普通润滑油。”其

实老婆是知道“油好车就好”的

道理，可高档机油价格是普通

油的一倍多，我们家并不宽裕，

每月有房贷要还，还有多病的

老人要赡养，她这是想省钱呀。

我禁不住对自己的爱车顿

生愧疚，我不仅让爱车居无定

所，也没有让她去汽车美容院

享受打蜡、封釉、抛光、镀膜等

待遇，即使洗车这种最基本的

保养也不是在洗车店完成，而

是由我买的自助洗车器代劳。

至于很多车都有的装备比如

GPS导航仪、倒车影像、车载空

气净化器、行车记录仪、电子狗、

车载无线路由器她一样都没有，

完全是个素颜女子，这还不是我

手头紧，不能拿出钱为她装扮！

我深深体会到，养儿方知父母

恩，有车方知家底浅啊。

购买新车“八项注意”
特别提醒

□李志杰

有车方知家底浅

农家故事

□胡勇俊唐朝刚冉向华文/图

是谁伤了粮农的心

“五进宫”不思悔改
再盗窃又陷囹圄
竟有此事

□刘俊

国家级文化宫落户睢县后台中学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发

展和健康成长，睢县后台乡乡长刘玉

霞不辞劳苦，多方奔波，努力争取，终

使睢县唯一一家国家级文化宫落户睢

县后台中学。后台中心学校校长张克

智充分利用已有的学校场地，因地制

宜做好设施设备的后续管理和维护，

积极配合文化宫事宜，坚持公益性和

普及性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后台乡

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刘玉霞为民办实事的忘我精神受到了

后台乡群众的高度赞扬。（闫其功）

10月13日一大早，西平县供电公

司检修中心继电保护班班长王海涛就

通过微信平台将当天的工作重点、难

点、操作注意事项等发到了班组微信

群里，让每位员工做到心中有数。

为做好今年的秋检工作，西平

公司以专业为单位，分别开设了微信

群，由各专业负责人为群主，及时发布

施工内容、工作重点难点、操作注意事

项、人员分工等信息，并就重点、难点、

注意事项在班前会上进行提问；开设秋

检微信课堂，群主不定时分享兄弟单位

的经验和做法，借他山之石解决班组管

理、秋检中遇到的问题。上传秋检中存

在问题的照片，让班组成员共同查找问

题，并对查找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解决；

在微信群里，员工可以畅谈自己参与秋

检工作的感受、可以针对秋检中发现的

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或意见，也可以就

某一个问题展开讨论。

微信群的开通，为秋检提供了

一个方便、简明的平台，也促使班组成

员共同学习、不断解决问题、共同提

高，进一步提升了班组成员的技术水

平，增加了安全秋检、平安秋检意识。

（刘静王海涛）

西平县供电公司

微信群助力秋检

展览会

上，丁文会

和他的飞机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