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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河南美丽河南 寻找最美乡村寻找最美乡村 8585

点评▶▶
心无私念为百姓
□辉县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文亮

村里逛花园 党群人心齐辉县市
北田庄村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段永强杨德武文/图

美丽的北田庄村植物园

当您驱车驶入辉县市北田庄村，会有不一样

的感觉：村内道路两旁的景观树隔离带与众不

同，巨石和古树装点的园林造型，多彩、缤纷，雅

致、经典，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村民王

云峰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花园里。”

花园在北田庄还真有。该村支书王国芳自

筹资金4000多万元，建设了一个占地300余亩

的植物园，让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园林生

活”。春暖花开，游园内绿意浓浓，百花盛开，人

们可以在此纳凉、静坐、散步、嬉戏，附近村庄的

群众都羡慕不已。

令周围群众羡慕的事情还不止这些。逢年

过节，北田庄村群众都会享受到村里的“规定福

利”：春节有肉、米、油、菜等20余样，以及过年需

要置办的东西，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鸡蛋和牛

奶。其他节日则是随着季节的不同享受多种福

利。

村里低保户发的低保标准低，王国芳就自己

拿钱来补贴；为村民买化肥、种子、雇人种地收割

是必选项目；为新建房户送50吨水泥；每年组织

村民旅游……

在王国芳的带动和感染下，北田庄村党员群

众的思想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以前村里人

对集体活动能躲就躲，能推就推，现在只要村委

会喇叭一响，村民就自发组织成无偿服务小队，

参与到村集体的活动中来。村干部王亮说：2015

年11月，村里计划给全庄群众接通天然气，原计

划半年的时间完工，结果从开工到通气义工才用

了两个半月的时间。2015年底，村里要为群众

修1000米左右的3条巷道，消息一传开，村民自

发出义工几十人，短短5天就完成了任务。

如今的北田庄村，不仅人心齐，党员干部的

干劲儿也足。900口人的村子，实行党员干部分

片管理制度，邻里有矛盾纠纷不到村委会就解决

了，多年来村里无一例上访事件发生。

“站起来当伞，俯下身做牛。”为了

百姓，当干部的这样做，应当敬仰。

2013 年，王国芳自筹资金 4000 多

万元建起了北田庄植物园，全天候对外

开放，村民在此休闲、游玩、嬉戏，就连

城里人也常来逛逛。这里不仅仅是一

个游园，准确地说应该是“精神家园”。

王国芳说：“物质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精神也应该随之提升。群众不缺钱，缺

乏的是与收入相匹配的精神层面的元

素。”为群众办实事要做到“大爱无痕”，

这是王国芳对自己的要求。不求回报、

只求心安，所以他总是“悄悄地”办事，

让大家有尊严地接受。从每年投入资

金资助贫困群众、学生，到投巨资建植

物园，北田庄的群众从不理解到学着

做，整个村子都在变。

一个人感染了一群人。现在北田

庄群众自发组成了“无偿服务小队”，你

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出了一团和气。

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多年来

这个村没有发生一例上访事件。一股

向心的力量，把大家的精气神凝聚在了

一起，这些都得益于干部有担当，党员

真用心。他们说：“站起来当伞，给北田

庄群众挡风遮雨；俯下身做牛，为北田

庄群众鞠躬尽瘁。”

本报讯（记者王延辉焦莫寒）4月5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郑

州举行。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委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春良主持会议，副主

任蒋笃运、储亚平、王保存、段喜中和秘书长

张启生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省十二届人

大六次会议有关议案，通过了有关人事事

项，通过了关于接受郭庚茂辞去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关于接受谢伏瞻

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

当天上午举行的大会，听取了关于省十

二届人大六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建议名单（草案）的说明，关于接受郭庚茂辞

去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议案和关

于接受谢伏瞻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议

案的说明，听取了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建

议议程（草案）、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补选情况

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等。

当天下午举行的大会，表决通过了省十

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议议程，省十二届人大

六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关于省

十二届人大代表补选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

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决定

杨盛道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文祥为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郭庚茂辞去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决定、关于接受

谢伏瞻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并

报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备案。会议表决

通过的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建议议程为

补选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补选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会议强调，此次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

虽然会期很短，但内容非常重要。常委会组

成人员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按照省委的要求，一

如既往地发挥好带头引领作用，确保圆满实

现中央人事安排意图。要严格遵守会议各

项规定，始终保持良好会风，聚精会神、全力

以赴开好此次人代会，以务实作为展示良好

形象。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要继续

做好相关工作，对照责任分工要求，集中精

力、齐心协力抓好落实，保证每个环节万无

一失，确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副省长徐济超，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

立勇等列席会议。

表决通过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有关议案
郭庚茂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
谢伏瞻辞去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本报讯（记者张莹）记者昨日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因清明小长

假高速公路实行免费通行政策，4月

2日0时至4月4日24时，全省高速

公路累计车流量525.97万辆，其中

小型客车457.57万辆，占总车流量

的87%，免费1.83亿元、同比增长

25.34%。

据了解，清明小长假期间，全省

高速路网运行整体平稳有序，4月2

日上午9时至12时、4月4日15时

至23时呈现车流高峰，期间京港澳

高速郑州至新郑段、连霍高速巩义

至上街段、武西高速新郑段、兰南高

速许昌至旧县段等因车流量大导致

车辆通行缓慢。

清明小长假全省高速公路
累计车流量525.97万辆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岗）记者从舞钢市召开的2016悦动

全球首届舞钢环湖马拉松赛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5月8日，全赛程24公

里的首届舞钢环湖马拉松赛将举行。

该赛事自2016年3月30日开始

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办法，报名官方网

站：www yuesun.com.cn，不接受

线下报名。新闻发布会还公布了比赛

奖励办法：取前8名优秀者予以奖励，

其中冠军奖金2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在一个县级城市举办

马拉松比赛，舞钢市是我省第一

家。舞钢环湖马拉松赛今后将每年

举办一次，并逐步将这一赛事推向

国际。

舞钢市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赛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

今年69岁的林芳立家住偃师市缑氏镇

唐僧寺村，是土生土长的果树专家，潜心果

树研究30多年，曾成功地发明了苹果芽苗

当年栽植次年结果的“早果速丰”新技术，而

传统的苹果树要种植4到5年方能结果。

但林芳立并不满足，他一直有一个愿

望，那就是如何让栽种在花盆中的苹果早开

花、多开花。一般情况下，苹果幼树由于枝

条少、枝条细，即使到了开花期每株也不足

20朵。为了让既能观赏又能食用的盆景苹

果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13年前，他开始

从果树肥料碳氮比入手进行试验——一次

次地试验，一次次地失败，光试验的数据就

记了好几本，这让林芳立寝食不安。

2012年，林芳立决定另辟蹊径。他从

果树内源物质的微量元素入手，用3年时间

研究出新型的无公害多维液肥。2015年8

月12日，他将无公害多维液肥喷洒在当年3

月27日栽种的苹果幼树上。今年3月27日

是果树栽种整整一年的日子，林芳立欣喜地

发现，尽管幼树高度还不足60厘米，却开满

了花，竟达108朵。林芳立兴奋不已，他潜

心10多年研究的盆景苹果早花、多花技术

终于实现了！

目前，林芳立已获得地市级以上果树成

果奖20多项，还荣获了中国科协颁发的全

国科技金牌奖，并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聘为

果树顾问。林芳立告诉记者，过去幼树满树

开花需要至少3年时间，而这项技术不仅可

以使幼树早开花，还可以将满树开花的时间

提前2年。“这项技术同样适用在成年果树

上，可促进果树多开花、多结果，让农民早受

益、多收益。”林芳立说。

林芳立说，他正在着手将这项新技术

——果树无公害多维液肥申请国家专利，并

希望能够惠及渴望种植盆景苹果的农民，为

他们脱贫致富助上一臂之力。

果树专家林芳立又有新发明

一岁苹果树 能开百朵花
□本报记者杨远高文/图

4月5日，果树专家、河南科技大学果树

教学试验员、兼职副教授林芳立（左一）正在

观察1岁苹果树的开花情况。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精神
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

据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本报讯从4月份开始，本报《乡

情民意》版推出大型励志性栏目《门

风家训》，欢迎广大通讯员和读者朋

友踊跃来稿。

门风，指一户人家德行风气，即

道德准则。它是一个家庭长久以来

养成的一种严谨的处世态度，比如

说书香门第、耕读世家、天波杨府

等，都是名门望族祖祖辈辈形成有

特色的一种家族文化的沉淀。累年

积月经过几代人形成的尊老爱幼、

厚德载物、与人为善、诚挚待人、克

勤克俭、自强不息等门风，成为中华

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书香门第”

给人的印象就是书香久远文化气

浓，是一种雅致生活的标志；“天波

杨府”表现的是军人家庭一种斗志

昂扬、生生不息的氛围。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

家治业的教诲。民间不少家谱中记

录的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

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

身”“齐家”的典范。如“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的节俭持家思想。

家训之所以为世人所重，因其主旨

乃推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义廉耻。

提倡什么、禁止什么，也是家训中的

重要内容，如“节俭当崇”“邪巫当

禁”。

社会风气如何，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家庭风气。社会由家庭组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好门风能教我

们做人的涵养。好门风一代一代地

传承，能让世人在这个迅疾变化的时

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人生价

值和秩序。门风家训，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历史上对

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如今它仍是富民强国必不可少

的法宝之一。挖掘、记录和传承这些

优秀的门风、家训，将对我们贯彻以

德治国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稿要求：主题鲜明（突出传统

道德治家和现代文明教子），条理清

晰（文章以叙述的手法讲解民间故

事），文字简洁（见报稿件控制在

1500字以内），语言朴实（切忌文中

堆砌大量华丽的辞藻），图片生动

（抓拍具有生活情趣的感人画面）。

投稿邮箱：ncbrx@126.com。

编读热线：0371-65795789。

（本报记者）

讲述门风家训 传承道德文化
本报《乡情民意》版推出大型励志

性栏目《门风家训》

标题新闻

虞城县田庙乡刘杨庄村曾经是一片沙丘盐碱地，为防风固沙，几十年

来，村民们在滩涂地上种植了一万多亩果园，年产水果5万多吨。尤其是

万亩果园内保存完整的百年梨树群，每年清明前后梨花盛开，都会吸引周

边省市三四十万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薛世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