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灵

肖飞）8月2日，江苏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在

南京举行“见义勇为新市民”颁奖仪式，曾

感动无数网民的沈丘县“攀楼哥”柳松领当

选“江苏见义勇为新市民”。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原来，5月30日下午，在无锡市仙河苑

小区住宅楼6层，一户没有安装防护窗的居

民窗户被打开，4岁的小女孩趴在窗台上哭

泣，嚷着“找妈妈”。很多居民围在下面观

望，大家替小女孩感到担心。正当大家焦

急万分时，要去小区另外一家查看漏水情

况柳松领路过此地，当他看到这一幕时，就

立即把车停在一边，走上前去想办法施救。

柳松领观察后发现，每层楼的外墙都

有一个平台，且平台上面建有一扇小百叶

窗。长期从事装修工作、对住宅结构有一

定了解的柳松领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有利

条件爬楼施救。

据目击者称，1.7米高的柳松领先是猛

地向上一蹿，伸手扒住一二层楼之间、距地

面2米多高的平台边缘。然后用力爬上了

这个平台。由于平台上建有百叶窗，百叶

窗的顶部还有一个小平台，他踩在小平台

上后，就触到了再上一层的大平台和百叶

窗。就这样，他慢慢爬到了4楼。

事后柳松领向记者回忆说，当时小女

孩的哭声越来越厉害，他也不能再犹豫了，

立马紧抓百叶窗水泥台边沿，拼尽全力向

上攀爬，终于爬到了6楼，一把抱住了小女

孩，跳进屋内，受到惊吓的小女孩紧紧搂着

他的脖子。

柳松领救人后，便悄然离去。后经无

锡警方多方查询，“失踪”的柳松领才回到

人们的视线里。“当时根本顾不上害怕，只

想着赶紧救孩子，我多一分犹豫，她就多一

分危险。”柳松领告诉记者。

事后，柳松领被无锡市人民政府授予

“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并发见义勇

为奖金 5000元。柳松领则将所得到的

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捐给了他的母校沈

丘县东城办事处程楼小学。

柳松领事迹先后被江苏省电视台、河

南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等媒

体报道后，他也因此被媒体亲切地称为“攀

楼哥”。6月16日，柳松领被共青团河南省

委授予“河南省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

号。

我多一分犹豫，她就多一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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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路径”织好食品安全网

我省参加本科三批
录取的院校生源充足

个别院校存在缺额

沈丘县

450个贫困户
通过就业创业脱贫

温县 儿童暑期学太极

精准扶贫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宋艳丽）8

月4日至5日，以“汇聚八方力量 收获阳光信

息 共治食品安全 相依服务民生”为主题的

“第三届全国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座谈会”在

汤阴县召开。

汤阴县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食

品产业为主导，强化集聚，加快发展，实现了

由传统农业县向食品工业强县的跨越，成为

连续六届的“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和全国首

家“中国食品工业名县”，荣获“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县”称号。汤阴县坚持把食品安全放

在首位，创造性地实施“五条路径”，即通过

严格监管、全程溯源、诚信保障、宣传引导、

生态保障等措施，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全民共建”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打造了

“放心食品，汤阴制造”的金字招牌。

汤阴县织好食品安全网的具体做法是：

突出严格监管，着力破解职能散、力量

弱的问题。在全省率先启动食药监体制改

革，组建了“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县乡村三级监管网络。

突出智慧溯源，着力破解链条短、追溯

难的问题。采用博码防伪技术，为食品办理

“身份证”，记录原料来源、生产流程、出厂检

验等信息，方便消费者查询产品的生产基

地、检测报告、生产时间等。设立云端数据

库，存储水土资源、农作物资源、相关企业及

产品信息。把所有企业生产环节的监控资

料进行连接关联，追溯源头的生产状态。同

时，将食药监、工商质检等各职能部门监督

检查材料纳入互联网云端数据库，让汤阴产

品能直接追溯源头，倒逼食品生产经营者遵

纪守法，实现食品安全风险逐步可控、可查。

突出诚信保险，着力破解门槛高、赔付

慢的问题。将全县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部

纳入“红黑榜”，县政府每年安排专项资金30

万元，隆重表彰“红榜”企业。政府投资200

余万元，与中国人保财险公司合作，连续两

年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将173家食品企

业、全县群体性聚餐和在校就餐师生纳入统

保范围，风险保额2.6亿元，实现了区域食品

安全保险全覆盖。

突出宣传教育，着力破解形式少、覆盖

窄的问题。投资149万元，建立全省首家食

品药品安全宣教中心，集中展现政府保障食

品安全的措施，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县

政府与河南工业大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由

研究生组成食品安全科普宣讲团，定期走进

企业、学校、农村和社区，开展科普宣传讲

座，为企业和种植养殖户提供科学技术帮

扶。

突出生态保障，着力破解要素缺、环境

差的问题。在重点企业安置视频摄像头，实

时监控排污情况。与此同时，全面推进环县

域、环县城、环集聚区三大生态防护林工程，

建设3条30米宽防护林，营造空气清洁的小

气候。鼓励企业生产采取纯水制作、废水净

化工艺，根据其投资情况分梯度进行奖励。

扩建、新建3个污水处理厂，确保县域内流经

的所有地表水，都符合国家标准。

本报讯（记者田明）8月5日，记者从

登封高招录取现场获悉，我省参加本科三

批录取的院校生源充足，个别院校投档最

低分甚至超过了本科二批的录取控制分数

线。文科42个招生单位中，有4个平行志

愿生源不足，缺额1354人；理科48个招生

单位中，有2个平行志愿生源不足，缺额

319人。

省内院校中，文科投档最低分超出二

本录取控制分数线(458分)的有南阳理工

学院（与南阳医专联合办学）（投档最低分

459）、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与河南经贸职

业学院联合办学）（投档最低分459）。理

科投档最低分超过或达到二本录取控制

分数线（447分）的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与河南经贸职业学院联合办学）（投档最

低分448）、南阳理工学院（与南阳医专联

合办学）（投档最低分447）。可以看出，参

加本科三批录取的院校生源充足，部分学

校竞争激烈。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王向灵）“俺种植了牡丹花石

榴、金森女贞球、高干红石楠。从

创业开始的10多亩地，如今已经

发展到100多亩，累计销售额突

破100多万元。”8月7日，沈丘县

槐店镇大王楼村创业青年王晓

康，在他的百亩花卉园里兴奋地

告诉记者。

“扶贫中最难最重要的，是引

导贫困群众转变等靠要的传统观

念，帮扶他们通过辛勤的劳动，过

上有尊严的生活。”谈到精准扶

贫，沈丘县扶贫办主任张宗志说。

记者了解到，该县全面摸清

贫困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年龄、培

训就业需求、转移去向等各类基

本信息，并根据劳动者培训需求

和求职意向，分类开展培训和就

业创业帮扶指导。结合当前市场

用工需求，以来料加工、家政服

务、电子商务等为主要培训项目，

帮助有就业愿望的贫困群众掌握

一门就业技能，实现素质就业和

创业。

对就业特别困难的贫困家庭

劳动力实行一人一策的托底就业

援助计划，实现有就业需求的贫

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消除零

就业家庭，确保“一户不落,扶到

根上”。上半年，该县累计收集并

发布务工信息95条，提供岗位需

求1008个，实现转移就业44人，

就近就地就业466人。今年以

来，全县已有450个贫困户通过

创业就业渠道实现脱贫。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郭丽）8月3日，在林州市采桑

镇大岭沟村贫困户郝书增的家

里，郝书增在孙子的帮助下正坐

在电脑前浏览有关种植猕猴桃的

知识。“俺选的就是这一个品种！”

“郝书增指着电脑对记者说。原

来，他从网上看中了一种适合当

地种植的猕猴桃，这几天正筹备

到省林科院做有关检验、化验的

事宜。

郝书增是大岭沟村村民，今

年60多岁。近几年，他在村里承

包了八九亩地，种植了樱桃、李

子、苹果、葡萄、草莓、无籽石榴等

水果。与众多果农不同的是，郝

书增的水果全部是通过互联网销

售出去的。今年是他的果树开始

挂果的第二年，仅樱桃和草莓就

网销了2万多元。说起这些，郝书

增的爱人李林爱说：“多亏这台电

脑的帮忙！”

李林爱说的电脑是林州市

2015年向上级争取的发展电商这

一扶贫项目，共58套，包括一台电

脑和一台打印机，全部发放到大岭

沟村。旨在通过互联网销售该村

的特色农产品，以及对“杏花节”

“采摘节”等旅游项目进行宣传。

“近几年，咱这里的李子种植

比较多。特别是今年，有点‘供过

于求’了，往年三块多钱一斤的李

子卖到了一块钱，还得自己弄到

市里去卖。”郝书增说，“那几日，

看到我家李树上的李子熟了，有

的熟过头了落到地上，我有点着

急了。情急之中，我想到了电脑，

赶忙请年轻人帮忙在网上发了些

图片。第二天，安阳过来一二十

个客人，到果园里将李子采摘一

空。总共有400多斤，每斤两块

五毛钱。”郝书增感激地说：“多亏

了国家的扶贫政策好，给我发了

电脑，真不错！要不是这，我得雇

人采摘，还得用车推着走街串巷

去卖，费时费力还费钱。”

在大岭沟村，其他57户拥有

国家扶贫电脑的农户也反映，国

家的政策很好，现在有一点困惑

的是“我们操作不好电脑，如果能

办个培训班，请老师教教我们，那

就更好了！”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李世旭）8月2日傍晚，郏县茨芭镇

北竹园村村民孙芷的3号农家院里

又来了一拨客人，这已经是当天的

第三拨客人了。“从今年开春到现

在，几乎天天都有三四拨客人到我

这里吃饭。这两天天气虽热，但还

是有不少人来。”孙芷说。自去年利

用村域内植被茂密、风景秀丽和村

内传统民居集中、古迹众多的优越

条件开始搞旅游开发以后，北竹园

村相继举办了“香作坊”杯戏剧擂台

大赛和厨艺大赛，渐渐地在周边县

市有了名气，到村里游玩的人开始

越来越多。

去年5月份，平顶山旭融盛泰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村里的旅游景

点进行了整体规划，村里铺设了别

具一格的碎石道路，建起了垃圾池，

拓宽了道路，栽植了几万株竹子，还

在路边的建筑外墙上绘制了介绍景

点的宣传壁画，在进村道路两旁栽

了5000棵大叶女贞树。山村慢慢

地变美了。

去年6月份，郏县惠光果木种

植专业合作社在村里流转了1000

多亩土地，准备全部种上核桃、梨等

果树，让小山村变成花果山。村民

们除出租土地外还可以在合作社里

打工再挣一份钱。生活有了奔头，

看到了希望的村民，纷纷从外地回

来创业，昔日的小山村焕发了活力。

与旅游相配套的农家院也兴旺

起来了。像孙芷一样办起农家院的

农户增加到5家，昔日山里没人要的

野菜也值钱了。“好多人都是冲着品

尝咱们这里的山野菜来的，像木栏

芽、鬼葛针、水薄荷、枸杞头，等等，

特受欢迎。”

乡村旅游焕发乡村活力，增加

了村民收入，带动山区人民走上了

致富路。

8月5日，在温县太极广场，一些孩子在练习太极拳。暑期，各种太极拳培训班应运而生，小学生或幼儿园的孩子纷纷报名学

习太极拳。如今，在温县各广场或街头空闲地，学习、练习太极拳的学生随处可见，已成为盛夏时节温县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白浩男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王永安 乔新强）“20多个人统一服

装打太极，场面真是有气势。这些

漂亮的演出服都是段总赞助的，值

好几千块钱呢。人家致富不忘乡

邻，好样的。”8月1日，穿着崭新的

演出服，在凉爽的空调大厅里，正在

排练节目的鲁山县张良镇太极拳表

演队队员叶随霞感慨地说。

叶随霞说的段总名叫段建立，

今年40多岁，是土生土长的张良

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开饭店、搞

房地产开发走上富裕路。近年来，

段建立致富不忘乡亲，热心家乡的

公益事业，年年在开学季节都拿出

5000元现金，资助应届高中贫困生

上大学。

近日，当他听说张良二中教师

马培义务教授镇区居民打太极拳，

还准备组队参加鲁山县全民健身节

比赛时，立即萌发了为参赛队伍做

点什么的念头。考虑到参赛队员在

室外高温下排练节目十分辛苦，他

腾出自己所开酒店200多平方米的

接待大厅供大伙儿下午排练使用，

并提供免费茶水及中央空调服务，

还为每名参赛队员量身定做了一套

白褂青裤演出服。

本报讯（通讯员王洪涛 王新杰 记者

董伦峰）今年以来，通许县粮食局层层压

紧压实“两个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该局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断深化

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尊崇党章、

遵守党纪。

5月份以来，该局相继出台完善了《通

许县粮食局党委会议议事规则》、《通许县

粮食局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制订了《县粮

食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教育活动方案》，扎

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开展。

落实“两个责任”，党委、纪委怎么做，

方式有哪些？通许县粮食局通过明确“两

个责任”清单，对主体责任涉及的组织领

导、宣传教育、选人用人、作风建设、源头治

理等6项内容进行明确。该局局长与下属

各部门、各站所负责同志签订了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书，压紧压实责任，督促各部

门切实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同时，结合工作开展实践，明确局纪委6项

监督责任，实现了“两个责任”要求的具体

化、可视化。

通许县粮食局

紧盯制度建设
夯实“两个责任”

鲁山县张良镇民营企业家段建立

帮扶贫困生 赞助演出服

郏县茨芭镇北竹园村

乡村游带富小山村

林州市大岭沟村

电商扶贫促果农增收

沈丘县农民柳松领在无锡工作时见义勇为救起快要
坠楼的4岁女童，他说：

汤阴县

是什么让千名群众为他长街送别？
◀上接第一版 截至他生前主持的最

后一个会议，要征收的296户已签约277户，

一期工程涉及的82户拆除完毕。一块多年

的硬骨头生生被他啃了下来。

同事刘先红为王振立算了一笔账，“每

年行程近6万公里，平均每天100多公里，天

天在工地和村里转。”他说，跟着这样拼命的

领路人，没法儿不好好干。

勇于担当做好贴心人

年过七旬的新区邮电局退休职工李建

国，辗转打听到王振立出殡的时间，颤巍巍

地等在路边送了他最后一程。“从我1970年

到邮电局，局里没办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王局长一上任全解决了，职工都念他的好。”

2004年，王振立被任命为原开封市郊

区邮电局（现改名为新区邮电局）党组书记、

局长。当时，由于体制改革和电信市场的冲

击，拥有168名职工的邮电局负债1700多

万元，工资都发不下来，职工经常堵门上访。

“人见人怕，谁都不愿也不敢来当领

导。”新区邮电局副局长朱东凯回忆，王振立

上任时许诺，职工工资和养老医保问题不解

决，坚决不离开邮电局。但好多职工并不看

好他，“前面好几任都弄不成，他能弄好？估

计瞅个好单位就拍屁股走人。”

到了当月发工资的日子，会计侯秀云跟

王振立说，账上只有几百块钱。他当场没表

态，侯秀云也没在意，“以前一年只发三四个

月工资，推迟或者不发都很正常。”第二天一

早，王振立说钱准备好了，爱人娄继香在家

等着，让会计赶快去拿。

“发工资咋能用你家的钱呢？”侯秀云觉

得不可思议。王振立解释，工资是职工一个

月的指望，辛辛苦苦爬一天电线杆就盼这点

钱，如果不发，一家人的生活都没保障。后

来，很多职工跑到王振立办公室表态，“一心

跟着你，你说咋干就咋干！”

深入调研后，王振立筹措400多万元发

展资金，更换了老旧设备，带职工跑小区、企

业开拓市场，两年时间就使邮电局走上了良

性发展的轨道，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

工作也提上日程。

由于从未缴纳相关费用，办理非常困

难，王振立好几次走出社保局大门就哭，哭

完还叮嘱随行人员不能声张，“谁让我是局

长？这个难该我作。”最终筹集到210万元，

办妥了职工保险。为表谢意，多名职工兑

钱送给王振立一双鞋和一个洗脚盆。

这两样礼物至今还摆在王振立的书房，

没有拆封。

甘受委屈管好身边人

“他对同事照顾得很周到，但跟他过了

几十年，我从来没沾过他啥光。”妻子娄继香

说，王振立不讲个人得失，受过家人不少埋

怨，他一直用“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受

得住委屈”安慰自己。

2007年，省里对黏土砖窑厂集中拆除

整治，王振立二哥的砖窑在整治之列。王振

立回家做工作，“上面有政策了，咱不能再干

了。”二哥知道他的脾气，答得很爽快：“人家

咋办咱咋办呗，不拉你后腿。”“光这样不中，

咱得带头拆。”

一个砖窑厂日均收入上万元，多烧一天

是一天，谁都不愿意带头。王振立领着铲车

直接把自家砖窑拆了。二哥闻讯赶来骂他，

王振立不吭声，看着红彤彤的砖从窑里扒出

来，他眼泪哗哗流，二哥跺着脚走了。

2012年，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调

整干部，娄继香完全符合副主任科员的条

件，王振立却向组织建议不做调整。“人家只

会说你是王振立的家属，不管你够不够条

件。”王振立言语凿凿。多年来，他工作几经

变动，妻子始终是普通工作人员。他对家人

放出话：“只要我管着这一摊，你们啥好处也

别想捞。”

夫妻俩青梅竹马，自小学至师范一直是

同学。由于工作太忙，他多次对妻子许诺退

休后去旅游、学书法当补偿。娄继香既是心

疼又是埋怨，“天天见不到人影，晚上回家说

起今天又征收了几户，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检查出心脏病以后，医生劝王振立尽早手

术，他总说等工程结束。罕见的一次请假是在

今年春天，要陪女儿参加研究生面试。多年

来，他因对孩子成长参与太少而心存愧疚。

不久前，女儿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家

里，但他已经看不到了。（新华社记者 双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