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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难帮忙

农村版
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帮您销售

点评□本报记者李躬亿实习生马雅利

通讯员刘学敏 宋华礼 潘恩庆

这起信访积案的化解，为我们今后处理

类似疑难信访问题带来几点启示：

换位思考，诚心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

府，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就应该

为人民谋利益，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负责

地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遇到问题，站在

信访人的角度去真心感受。信访人可能因

为情绪原因，语言行为出现不当，但是信访

干部不能斤斤计较，要充分理解，拿出对待

亲人的态度帮助协调化解问题。

设身处地，真心解难。无论采取什么手

段，运用什么技巧，要解决问题必须具备一

个前提：出于一片真心。真正为信访人解决

问题，在与信访人的谈话、接触过程中，一切

言行都始终从真正关心、帮助他们出发。一

个积案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要彻底化解需

要信访干部付出真心、耐心、诚心！

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

题。本案信访人最终息访息诉，是由于有关

人员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在

此基础上，又对其给予一定的经济救助，两

者缺一不可。信访群众大多是弱势群体，很

多时候是由于沟通不到位，一些基本的诉求

和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进而演化成棘手的老

大难问题。解决好疑难信访问题，必须把解

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帮之以实，使他们

在接受关爱、感受温暖中息诉息访，从根本

上彻底化解矛盾。

漫漫上访路 一朝得化解

诚心为民真心解难
□开封市信访局局长吕志民

郑州30多场招聘会
等你来

浚县庙会
持续到3月10日

内黄县亳城乡物头村

1000亩杨树苗找销路

案情回顾

2015年9月21日，通许县冯庄乡前三

龙口村年近90岁高龄的刘某在儿子搀扶下

来到县信访局，眼里含着泪水和信访局领导

握手，感谢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

1949年，刘某随丈夫到通许县冯庄乡

前三龙口村落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家人

到宁夏投靠亲友，直到1997年举家返回。

其间前三龙口村把其一家三口人的责任田

和苹果树分给了前三龙口村村民。刘某回

到通许县后，为要回责任田便开始了十多年

不停的上访。

解决过程

经通许县冯庄乡查实，1949年，刘某随

丈夫土地改革下放并落户到通许县冯庄乡

前三龙口村五组。1980年，丈夫突发脑血

栓，落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无奈之下，

刘某和丈夫回宁夏投靠亲友。之后前三龙

口村大规模调整土地，村组干部派人寻找刘

某一家无果的情况下，按照村民代表讨论的

意见，把其一家三口人的4.5亩责任田和45

棵苹果树全部分给了前三龙口村五组村

民。1997年，刘某在丈夫病故后回到通许

县，知道自家的责任田被村组分掉，开始多

次与村组干部交涉。由于村组没有预留耕

地，加之当时农村工作不畅等原因，该问题

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特别是到2004年通许

县普遍实行土地政策30年不调整做法后，

该问题解决的难度就更大了，因此刘某在十

多年间不停地上访。

处理结果

由于刘某反映的问题时代久远，没有相

关的法律政策支持，其诉求从程序上很难解

决。但是，她反映的诉求又有很大的合理成

分。县群工部潘恩庆部长对刘某反映的问

题和目前的困窘状况作了充分了解后，召集

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成立了案件攻坚小组和

督导组。为确保信访人息诉罢访，多次下访

面见信访人，送去温暖关怀，协商解决方

案。考虑到刘某年事已高，患有高血压、心

脏病，儿子也患有严重心脏病，并先后到开

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淮河医院治疗，做过两

次支架手术，全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生活

困顿，为此，通许县群工部向开封市信访局

递交了申请救助报告。2015年4月，申请得

以批复。随即将此处理意见告知了信访人，

信访人深表满意。

通许县化解一起长达近20年的信访积案

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淅川县寺湾镇

家家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儿。村口山头上迎

春花悄悄在开放。一大早，一辆汽车拐向高

速，向第一站荆紫关驶去。

“哎呀，现在俺们这儿修的路真得劲儿，

又宽又平坦，以前当兵运粮时那土路真赖

呀！当年加入民团俺就做过后勤兵，负责喂

马，挑麸子、草料……”提起当年的抗日经历，

88岁的赵启生老人精神振奋，打开了话匣子。

赵启生是淅川县寺湾镇赵河村人，88岁

高龄的他，虽有点耳背，但身体硬朗，精神矍

铄，尤其是提到当年的抗日经历时，老人更

是激动万分。

赵启生老人1944年加入淅川当地民

团，后来当上了后勤兵，负责喂马绑担架。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老家种了一段地，

后跑到西安、甘肃，给人烧石灰窑。再后来

到了新疆，在哈密修铁路，当上了铁路工人，

那时候一个月能发四五十块钱，一直干到了

1963年。为了远在南阳的一大家子，赵启生

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

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赵启生又回到了

淅川老家，一直靠种地为生。

“现在的日子真好，吃得饱，穿得暖，土

地税也不用交了，还给我们这些上了年龄的

人发钱。”赵启生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我寻思着活了这么多年，还没上过高

速，想去高速上看看，去西峡口看看。今年

大年初一，儿孙开车领我上了高速，去了郧

县、卧龙岗、寨根、西平，七十几年前要跑上

几天几夜的路现在个把钟头就跑到了。路

过每个山头、每条河，都能想到过去的一些

事情，连忙讲给孙子孙女听，怕过一会儿自

己都忘了，也怕被人忘了自己曾经是一个老

兵。”老人一直拉着记者的手反复说道。

重走当年路实现了老人一个愿望，而这

些年来更让老人牵肠挂肚的是他那些老战

友的情况。

多年来，老人一直在打听老战友的情况，苦

于农村信息闭塞，打听到了一些已经去世，但老

人一直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吴阎利营长，以及

李光华连长、申兴汉排长、孙照兴班长……

分别时老人一直拉着记者的手不放，想

通过记者打听到更多天南海北的战友。如

果您是赵启生老人的战友或者战友的后人，

可以拨打赵自祥的电话：13462653989，与

老人取得联系。

又到春季，内黄县亳城乡物头村的上

千亩优质107、108杨树苗又开始发愁销路

了。还有大量国槐、紫叶李、西府海棠、白

蜡等绿化苗木急于销售，希望大家帮忙寻

找一下销路。

联系人：赵社民

电话：15936834303

“研制这一成果我用了7年，又在实践

中应用了3年，吃了这种骨头汤的人身体

状况都有明显好转，可我今年已89岁了，

再也无力推广了。”日前，家住鲁山县琴台

街道天福源小区的郑文和老人找到笔者倾

诉，他有一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濒临失传，

期盼有人帮其推广一下，好让这一技术造

福社会。

笔者在郑文和的发明专利证书上看

到，这项发明的名称为“固体骨头汤料及其

制作方法”。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上查

询，笔者看到了和老人手中证书一样的专

利号：ZL201210331620.4。据老人介绍，

制作这种固体骨头汤料，不仅需要粉碎的

鲜牛骨，还需要何首乌、杜仲、木灵芝等10

多种中草药和芝麻、花生、黑豆等食品。“我

县民间虽有人熬制骨头汤当单方用，但由

于汤料所用牛骨必须得剔除筋膜、提取出

骨心油，人们熬制的汤还是达不到相应的

疗效，更别说形成饮用优质骨头汤的良好

习惯了。”郑文和说，他发明这种特殊汤料

的初衷就是让广大老年人都能健健康康。

70多岁时，他得过一场大病，病好后，他就

迷上了发明骨头汤料，也不断服用这种汤

料，身体才逐渐好转。

“我就吃过这种固体骨头汤料，感觉胃

舒服了，精气神也好了很多，它真是具有很

高的推广价值。”家住鲁山县鲁阳办事处南

关大街的71岁退休职工常其正对笔者说，

他和郑文和认识多年，也服用过对方发明的

汤料。据他介绍，郑文和是一位离休干部，

当年曾在鲁山县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过，如

今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只有他孑然一身守

着自己的发明待在鲁山县城。

通讯员王永安

电话：0375-5068836

2月14日，记者从郑州农村人

力资源中心市场了解到，春节过后

将迎来每年的求职高峰期。正月初

八，春节过后的首场招聘会在郑州

农村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举行，有

200多家企业参与招聘，提供8000

岗位。求职者可瞅准好岗位，捷足

先登。

此次招聘会从正月初八开始，

持续三天，此次招聘会吸引了众品

食业、郑飞国际酒店、福耀玻璃、华

润雪花啤酒、共赢铁路、花千代烤

鱼、买多网、海南鑫捷通物流等知名

企业。涉及行业有建筑、机械、电

子、计算机、生物、医药、化工、金融、

广告、教育、美容、餐饮、物流、制造

业等，工作岗位包括管理、营销、财

务、文秘、计算机、人事、行政、教育、

技术、操作、服务等，此次系列招聘

会涉及各个岗位、工种，求职机会广

泛，称得上是求职最佳时机。

郑州农村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从

2月15日至3月底，举行30多场各

类招聘会。预计每场将有150家用

人单位进场招聘,提供岗位5000余

个。

郑州农村人力资源市场

地址：解放路铭功路交叉口西

50米

时间：2 月 15 日~17 日；2 月

20、21日；2月24日；2月26、27日；

3月2日；3月5日；3月8日；3月9

日；3月12日；3月16日；3月19日

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

地址：长兴路宏达路交叉口西

南角

时间：2月19日；2月26日；3月

4日；3月11日；3月18号；3月25

日。

帮忙记者李躬亿

电话：18538155369

记者近日获悉，在浚县举行的

第八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将持

续至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第

八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以弘扬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依托浚

县正月古庙会，展示千年庙会风采，

彰显浚县古城魅力，营造喜庆、欢

乐、祥和的节日文化氛围。

本届民俗文化节主要活动内容

包括：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九），吕

祖祠门前将举行“龙腾狮舞闹新春”

民间社火表演暨第八届中国（鹤壁）

民俗文化节开幕式；2月16日、2月

23日（农历正月初九、正月十六）浚

县县城将举行民间社火巡游表演比

赛；2月15日至3月6日（农历正月

初八至正月二十八）子贡文化广场

将举行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2

月19日至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二

至正月十六）期间，大伾山广场将举

行“魅力古城”摄影展；2月19日至2

月20日（农历正月十二至正月十

三），将举行子贡儒商文化及产业发

展论坛；2月19日至2月23日（农历

正月十二至正月十六），浚县文物旅

游局门前广场和城隍庙广场将举行

地方戏曲展演，大平调、豫剧等优秀

戏曲剧目将在此展演。

此外，民俗文化节期间还将在

浚县县城南关大街、南关外大街举

行中原美食文化展，游客们可以在

这里品尝到周边市县特色美食和本

地特色小吃。

帮忙记者艾德利

电话：13203805121

南召县皇路店镇尹店村要出售百亩的

反季大葱，价格面议。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5893371593

南召县皇路店镇尹店村
百亩大葱找买主

汝州市

大量供应大白菜
汝州市大量供应优质大白菜，量大、质

优。汝州大白菜远销苏州、西安、北京、广

州、石家庄等各大城市，价格0.55元/斤，望

广大客商来电咨询。还大量供应大葱、包

菜等新鲜蔬菜。

联系人：石超锋

电话：15136932884

淅川县寺湾镇赵河村88岁老人赵启生

寻找七十多年前战友
□本报记者田明文/图

鲁山89岁老人潜心7年研发一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

期盼有人帮推广应用

近日，范县杨集乡十里庄村55

岁村民张守才向本报求助：我32岁

的时候因车祸导致单腿高位截肢，

这个打击令妻子精神状况不太好，

因此家庭失去了大部分的经济来

源，一直靠政府的补贴来勉强支撑

家里的支出。不幸的是前段时间23

岁的二儿子患上了怪病，脚部一直

腐烂，现脚部已腐烂至脚掌位置，脚

趾已完全没有。带他去濮阳市人民

医院就诊，医生要求截肢，因家庭没

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所以不得不放

弃治疗，只能在家中床上躺着任由

病情发展却束手无策。看着儿子忍

受病痛的折磨，还多次要吃安眠药

来让自己入睡，作为父亲的我真想

躺在床上的人是自己。我东拼西凑

借来的钱也不够支付治疗需要花费

的巨额费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求

助社会爱心人士伸出你们的友爱之

手，帮助我儿子战胜病魔！

张守才电话：13461634749，邮政

银行卡号：6215995020001331209。

帮忙记者段宝生

电话：13700806916

范县男子患怪病

脚趾已完全没有，谁来帮他？

记者日前从我省教育部门获

悉，2016年度海军招飞全面检测将

于2月24日在郑州依次进行。每名

学生上站检测时间约三天左右，主

要进行体格检查、心理品质检测和

政治考核。

据悉，今年全省共470多名考

生初检预选合格入围全面检测，其

中商丘90人，永城24人，周口118

人，鹿邑11人，焦作84人，汝州19

人，平顶山62人，许昌68人。所有

预选合格参加全面检测的考生需要

根据时间表安排的报到日期准时报

到，不能提前或延误，在站检测时间

预计2到3天，具体各地时间安排考

生可查看2016年度河南省海军招

飞全面检测计划表。

参检学生需自带个人日常生活

用品，本人居民身份证（第二代正式

身份证，凭身份证领取检测证）、本

人及父母户口簿（户口簿破旧或公

章不清晰的请及时前往公安机关更

换）、入团志愿书及团员证（本人政

治面貌为团员）、海军招收飞行学员

初检预选合格对象登记表（本人、班

主任须签名，并盖学校公章）等。检

测地点为：郑州市郑飞酒店，具体信

息考生可登录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

查询详情。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我省海军招飞检测
2月24日启动

“三六九，往外走！”2

月15日，记者在郑州市二

马路与解放路交叉口看

到，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地

上摆放着他们的求职广

告，但少有人问津。一位

商丘来的求职者告诉记

者，他是做烩面的，初三就

来了，可一直没有找到工

作。郑州市人社局农管中

心副主任顾珂提醒广大农

民工：求职最好到郑州农

村人力资源市场（解放路

铭功路交叉口西50 米），

这样更好找到活儿。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栏信息免费发布，未经核实，

请仔细辨别，慎重选择，责任自担。

农民工找工作
请到正规市场

赵启生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