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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王秀根

凡人善举

□张本宝安稳

评先评优要做到“三忌”

□本报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韩心泽

评先评优是基层建设中一项十

分重要的工作，是大家普遍关心的

一件大事，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事关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提

高，事关各项任务的完成。基层单

位在组织评先评优活动时，要注意

防止三种不良倾向。

一忌“评先评优”走形。有些单

位在评先评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

工作实绩，而是考虑年龄、资历、职

务等因素，搞“论资排辈”、讲“平均

照顾”。这种评先评优的后果是导

致消极思想的滋生，非但达不到“奖

励一个带动一片”的目的，而且会严

重挫伤广大同志的积极性，造成“奖

励一个打击一片”的负面效应。因

此，基层在开展评先评优活动时，要

打破奖励的“大锅饭”，走出“论资排

辈”、“平均照顾”的误区，坚持论功

行赏、按绩施奖、公开公平。

二忌“评先评优”走调。评先评

优是一项公正公开的评选活动，而

不能讲义气、讲关系。若在评先评

优中掺杂个人好恶，使诸如老乡观

念、哥们义气、本位主义大行其道，

结果往往是选出来的“典型”，不是

八面玲珑的投机者，就是关系密切

的老乡，而踏实干事业的实干家却

名落孙山。这样的评先评优会涣散

单位的凝聚力，把广大同志的注意

力从实干中误导到拉帮结派搞关

系，请客送礼笼络人心中去，必然会

损害单位的全面建设和广大职工的

利益。因此，基层在开展评先评优

活动时要教育全体职工抛开老乡观

念，摒弃庸俗哲学，按规定程序开展

评先评优活动。

三忌“评先评优”走味。奖励不

是单纯的肯定和认可，而是要为广

大职工建立工作的目标，树立学习

的榜样。但在评先评优活动中，有

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先进优秀人

员越多越好，典型树得越高越好。

为使本单位多出典型，就报喜藏

忧、降低标准，甚至让鱼目混珠、滥

竽充数之流受奖励；为了使本单位

能出大典型、名典型，就任意拔高，

无中生有，甚至为达到目的不惜

“移花接木”、凭空捏造，好像只有

这样才能显示领导有方，工作扎实

有效。这种评先评优方式，会造成

广大职工对先进受奖漠然视之、不

以为然，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降低

评先评优的应有价值。因此，基层

在开展评先评优时，要打破把目光

盯在人数和规模上的错误做法，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要名副其实，受

之无愧。

今年以来，汝州市杨楼镇纪委始终把

执纪审查工作作为惩治腐败、保障全镇经

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硬

件设施和办案人员审查能力，全面提高镇

纪委执纪审查水平。

注重硬件，提升审查安全。投入资金

10余万元，推进谈话室标准化建设，室内桌

椅、门窗等均按上级要求进行装修处理，配

备了专用电脑、打印机等办案设施。同时，

加强谈话室的使用和管理，严格执行审批

制度，确保执纪审查安全。

加强培训，提升审查能力。针对

镇纪委队伍配备素质参差不齐、执纪

审查人员业务能力较弱的问题，分批

次组织镇纪检干部到市纪委跟班学

习、实践锻炼，使镇纪检干部较快熟悉

掌握谈话技巧、笔录制作、收集证据等

工作方法，增强其实战水平和办理案

件的能力，为执纪审查工作提质增效

提供了有力保障。

强化制约，提升审查质量。牢固树立

执纪审查“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

理念，坚持“案前教育、案后总结”的办案理

念，加强对办案安全的监督管理。按照“谁

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组办案制和

案件承办人负责制，夯实工作责任。在执

纪审查过程中，始终按照“二十四字”方针

要求，严把案件查办程序关、证据关和定性

关“三个关口”，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为准

绳，准确定性量纪，坚持维护党规党纪的严

肃性。

（苏肖刚）

12月3日，周日，“大雪”将至，天气寒

冷。上午10点25分，在单位加班的郸城县

教体局局长刘现营，听到轻轻的敲门声，起

身开门，只见一个身板挺直、满眼精神、一脸

笑容的老大娘站在门口，嘴边嘘着热气，他

一阵激动。

“大娘，您咋来了，天恁冷？”“我来，有点

心事！天冷了，我担心一些贫困学生缺衣

裳，穿不暖和冻着喽，我拿来2000块钱，托

你们给孩子们买点棉衣……”刘现营一阵心

暖，赶紧把老人让进屋里。老人解开棉衣纽

扣，掏出带着体温的2000块钱和一纸短信。

老人正是被称为“雷锋奶奶”的苏秀英，

郸城县丁村乡大郭庄行政村一个朴实的农

民，现年72岁。在2016年5月，她把拾蝉

蜕、割草卖菜3年积攒的1万元钱，捐献出来

给留守儿童买法律书籍，事迹在央视《新闻

直播间》《东方时空》《新闻联播》连续播出，

感动全国观众，被称为“雷锋奶奶”。

“习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力量！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要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苏秀英说，“我现在养鸡、养鸭、养鹅，

卖鸭蛋、鹅蛋，种菜，割野药草，拾废瓶子，攒

点钱，也为帮助贫困孩子成才尽点心意。”

“习总书记说，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

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我决心扔掉不

足、完美自身、辛勤劳动、多为别人！”说起自

身生活和今后打算，苏秀英老人言欢语快，

好像有用不完的劲，“我不服老，还能再干，

今年再养几只羊，多发展经济，我要靠自己

勤劳的双手，俭省节约，多攒点钱，支持教

育，支持国家。”

苏秀英，年轻时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一

辈子做好事。去年捐献1万元为留守儿童买

法律书籍后，在刚刚通过国家评估的郸城县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建中，她又捐献2000元

给行政村里的大郭庄小学，用于美化校园。

“我怕贫困孩子冻着，拿2000块钱，给

孩子们买件衣裳。”这带着体温的2000块

钱，滚烫着每一个人的心……

“老八册”何许人也？原来他名叫范发

文，是濮阳县王称堌镇小屯村农民。因为他

只上了四年小学，只学了八册课本。“所以我

就给自己起了个别名，‘老八册’。”范发文这

样说。

别看范发文没有多少文化，却干了一件

很有文化的事——自费建了一个民俗博物

馆。近日，本报记者慕名前往一看究竟。

在位于王称堌镇粮管所附近的民俗博

物馆里，记者见到了范发文。这个46岁的汉

子看上去并没有多少与众不同，只是那双透着

精明的眼睛，能让人感到他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干过的事儿确实不少。”范发文笑

道，他从16岁开始，当过临时工、卖过干鲜

果、开过小超市、搞过小炼油……最终凭借

一手好厨艺，在镇里开了一家饭店，生意红

红火火，不仅有了满意的营生，也为他后来

自费建民俗博物馆提供了可能。

说起建民俗博物馆的原因，其实也很偶

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近几年滩区群众建

新房越来越多，乔迁新居时，一些过时的、没

啥用的老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比如手推

车、织布机等，都被丢弃了。见此情形，范发

文心想：这些老物件儿确实过时了，但扔了

就没了，将来孩子们还怎么了解前辈的生活

呢？不如把它们保存下来留给后人，让他们

知道这段历史。刚开始收得少，自己家里就

放得下，随着收藏品越来越多，物件越来越

大，原来的房子就不够用了，于是他就有了

建民俗博物馆的想法。

2016年4月，范发文的民俗博物馆开

建。为了收集更多有价值的老旧物品，范发

文经常开车到濮阳市各县区和周边市县农

村转悠；他还和一些常年在农村收废品的人

交上了朋友，请他们帮忙打听、提供线索。

他在收集老旧物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诚

意和执着，常常让物主感到“不给他就不好

意思”。比如，那个名叫“官斗”的物品，是他

带着礼物七赴河北大名县，反复做物主的工

作才收来的。经过努力，目前他已收集各类

老旧物品约5000件。但由于展区面积有

限，很多物品都被搁置在仓库里。范发文的

民俗博物馆是一个占地约2亩的四合院。4

个小展室、1个大展厅和院内部分空地，陈列

着不同时期的各种生活用具、农用工具、纺

织工具、交通工具……记者随着范发文徜徉

其间，仿佛在穿越时空。那些曾与老百姓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件件物品，如同历史的

索引，让我们窥到不同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

画卷。

“这条渔船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我从范

县收的。这件绣花敞衣是晚清时期的，从清

丰收的。这个荆条编的粮囤是民国时期的，

从莘县收的……”范发文在介绍展品时，好像

父亲在介绍自家孩子，不但能准确地说出物

品的名称、年代，还能将用途生动地描述出

来，他轻抚着，端详着，眼里满是爱意和欣慰。

虽然范发文没有告诉记者收藏这些物

品花费了多少，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然

而，对自己的展品，别人给多少钱他也不会

卖，因为他“建这个民俗博物馆，本来就不是

为了赚钱”。2017年开春前后，有个开封人

参观他的民俗博物馆时，一眼就相中了那个

据说是元代的浴缸，并愿出4万元收购，却被

范发文一口回绝。后来，那人又去了两次，

报价也涨到7万元，结果仍未能如愿，只好悻

悻而回。

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想要干好很有文化

的事，“老八册”的难处是可以想见的。但他

不懂就问，谁懂问谁，从镇一中的一位老师

到市里的几位民俗文化专家，范发文都和他

们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联系，随时求教自己

在展馆建设和物品收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并且总能得到及时而热情的帮助。而县、镇

领导对民俗馆建设也非常重视，给予了力所

能及的资金支持，并帮助他申请了新馆建设

项目资金。

记者离开时，新的民俗博物馆正在紧张

建设中。

12月4日是第四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17个全国法治宣传日。林州市

国税局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为主题，在红旗渠广

场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李伟摄

一个新近获得2017年度菲律

宾顾氏和平奖，一个获评2014年度

央视“全国最美乡村医生”；一个16

岁离开家乡登封市告成镇学习中

医，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

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院长，一个从赤脚医生做起坚守

家乡50年，创办了集预防治疗康复

于一体的登封市大金店镇梅村卫生

室。12月3日，让登封群众倍感骄

傲的两位同乡——王耀献、郭光俊，

在梅村卫生室为当地及周边上千名

群众义诊，并共同见证了郑州市中

医院梅村康复基地的授牌和郑州市

中医医疗联合体的揭牌。

王耀献长期从事肾脏病中西医

临床、科研和教学，创建了中医系统

第一家集肾内科、透析、移植于一体

的肾病中心，参与国家科技部“七

五”、“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先后获得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

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由

于在中医药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

绩，特别是致力公益事业，以及积极

探索建立公立医院改革模式，率先

启动基层“全国乡村中医师3+3提

升工程”，率先在全国构建以东直门

医院为核心的全国中医医院战略联

盟，为提高基层医疗人员的水平、惠

及基层百姓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获

顾氏和平奖殊荣。

2013年，郑州市中医院牵头成

立了郑州市中医医疗联合体，建立

了“三级联动”的郑州地区的中医联

盟，即由国家级的北京东直门医院，

区域级的郑州市中医院，基层的梅

村卫生室三个级别的医院实现联通

互动，通过“三级师带徒”、全面技术

托管等帮扶合作模式，为基层医疗

单位培养人才，促进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全面提升，助推分级诊疗的实

施。

2014年3月11日，央视“寻找

全国最美乡村医生”颁奖晚会上，

作为颁奖嘉宾的王耀献与来自河

南登封的“全国最美乡村医生”郭

光俊，因彼此浓重的家乡口音而结

下了不解之缘。了解到梅村卫生

室服务人群扩展到全市14个乡镇

及周边县（市），并感受到基层百姓

对健康和医疗的所需、所盼，王耀

献认定“培养一个村医，就能服务

一方百姓”。东直门医院首届“全

国乡村中医师3+3提升工程”也随

之启动，工程遴选有一定中医基

础、在百姓中影响力大、乐于扎根

献身基层的骨干乡村中医师，开展

全脱产集中培训三个月，跟师学习

三年，65岁的郭光俊成为班里年龄

最长的学员。

面对梅村卫生室高大的病房楼

和整洁的病房，了解到46年来郭光

俊治疗偏瘫病人1.3万余例，王耀献

说，农村的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

关键在于乡村中医师的数量和综合

素质，梅村卫生室就是“培养一个村

医，服务一方百姓”的鲜活例子。据

郭光俊介绍，王耀献教授此前向梅

村卫生室捐赠50万扶持资金，加上

自筹资金共80万元，梅村卫生室已

建起两个高级康复室，可同时满足

40名心脑血管病患进行全方位的

康复训练。

“谢谢邵局长，谢谢执行局办案法官，

这么快就让我们11个人拿到了拖欠四年

的血汗钱！大家委托我们俩来送面锦旗，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真的太感谢你

们了……”

近日，沈丘县两位农民工手捧着一面

绣着“雷厉风行办案 救民水火暖心”的锦

旗送到了沈丘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他们紧

紧握着执行局邵静波局长的双手，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案件还要从4年前说起。2013年，被

执行人陈某某带领11位农民工干建筑活，

其中4位还是陈某某的亲戚。工程结束

后，陈某某却迟迟不予支付该11位农民工

工资共计6万余元。

几年来，陈某某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

理由耍赖欠钱不还。经过几年的追要，11

位农民工已是精疲力竭，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他们于2017年8月将陈某某起诉至沈

丘县人民法院，希望沈丘法院为自己讨回

权益。

2017年9月份，沈丘法院对这起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案件作出判决。2017年10

月底，本案迅速进入执行程序，但陈某某拒

不配合，势必要当“老赖”。

经过合议，执行法官依法对陈某某采

取强制拘留措施，11位农民工对陈某某提

起了刑事自诉。在看守所内，面对执行法

官，陈某某表示愿意偿还11位农民工的工

资。11月15日，被执行人的妻子将拖欠了

4年的农民工工资送到了沈丘法院。

沈丘法院及时将6万余元工资送到11

位农民工手中。

一块普普通通的木料，在王发元的打磨

下，或演变成栩栩如生的帝王将相，或幻化

成惟妙惟肖的文人雅士。“这是毛主席下安

源，这是金陵十二钗，这是岳飞抗金……”他

忙上忙下地介绍着自己的木雕作品。

王发元今年67岁，家住孟州市谷旦镇

张村。听乡亲们说，别看他已这么大年纪，

在方圆十里八村仍是少有的能人，不但木雕

做得好，还会写小说、拉板胡。

看完木雕作品，王发元聊起了他这大半

辈子的经历。那是二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养家

糊口，高中毕业的他经人引荐到新乡地区打

工。在那里，他没日没夜干活，一年到头也只

能混个肚圆，根本没有能力补贴家里。

27岁那年，他在妻子的劝说下回到家

乡。那年代，干木匠是个惹人羡慕的活计。

看到干木匠每天有人管饭，每个月还能挣到

一笔不菲的工钱，王发元便自学起木匠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多久，头脑灵活的他就

熟练掌握了锯、刨、斧、凿的使用方法，并且

能独立制作家具。“这是我的首件作品，到现

在还一直留着。”王发元指着一个早就过时

了的橱柜说。

由于手艺好，王发元常被乡亲们请去干

木工活。2002年，自从老伴患癔症卧床需

要人照顾后，他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出去干

木匠活了。一边是相濡以沫的老伴，一边是

钟爱一生的木工，究竟该何去何从？现实给

王发元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后来，看到每天

安顿好老伴的吃喝拉撒后还有不少闲暇时

间可用，他便把心思转移到了木雕上。“这倒

怪好，既能照顾老伴，还不落下木工。”王发

元的木雕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

为做好木雕，王发元买来大量相关书籍

进行钻研，并且抽出大量时间泡在木雕的世

界里。几年里，关羽、李白等历史人物，骏

马、苍鹰等鸟兽虫鱼，张衡地动仪、清明上河

园等稀世珍品，无不在他的鬼斧神工下活灵

活现起来。每做成一件木雕，王发元都会兴

奋地先拿给老伴看，供她散心解闷。闻听王

发元的木雕做得不错，洛阳、新乡、焦作、南

阳等地木雕爱好者纷纷来购买。当时，他给

老伴看病所花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卖木雕

的收入。做木雕很累人，每逢累了，王发元

就会在老伴的病床前，拉上几段板胡和京胡

消遣一下。

2008 年，老伴的谢世对王发元打击

不小，他时常抱着原来的木雕，跑到老伴

的坟头上哭诉相思。这几年，渐渐从失

去老伴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后，他又雕出

了很多珍贵作品。2014年，他凭借自己

良好的文字功底，以家风家训为题材写

出了一部长达62万字、名为《镜鉴人生》

的小说，激励一代代人牢守家风家训、走向

正确的人生方向。

王发元说自己这辈子就看书和做木工

两个爱好。现在，他每天晚上都要看两三个

小时的书，否则就会睡不着觉。在谈到如何

处置眼下留存的这些木雕作品时，他说，不

打算卖了，想在以后搞个展览，并给子孙留

下些念想。

风土人情

□本报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关徽李连强

乡土人物

□本报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贾黎明

木雕艺人王发元

11位农民终获血汗钱

汝州市杨楼镇
不断提高执纪审查水平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灵

带着体温的2000块钱

文化站里人气旺中原影像

□王建安摄

北京名医
与登封最美村医的缘分

12月6日，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文化站院内，李葛涧、何大岷村的60余名农民文艺骨干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排练文艺节目。

今年入冬以来，马投涧镇政府把37个村的基层农民文艺骨干请进文化站进行业务培训，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专业的文化服务，群众自

办文化、主动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