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红，你再把这个材料看看吧。”7

月26日，在漯河市住建委二楼城建科办

公室内，刘江涛和往常一样，在处理手头

一份文件时，习惯性地叫一声身边同事的

名字，却再也无人回应了。当她扭过头看

着布局熟悉而又空荡荡的办公桌的那一

刻，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双手掩面而

泣。

从今年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得到李国

红因病去世的噩耗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多

少次，刘江涛已经记不清楚。在她心里，

这位刚毅坚强的转业军人，不仅是一位勤

勉耕耘、勇挑重担的好同事，更是一位称

职的助手和参谋，“十多年来，他每天都是

第一个到办公室，帮科里打扫卫生、整理

材料。现在，我们要把他的桌子打扫干

净，让他的精神永远留在这里。”

1971年出生的李国红，舞阳县人，中

共党员，2005年从部队转业到漯河市住

建委，任主任科员。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他依然保持着军人优良的作风，工作中雷

厉风行，解决问题细致周到。城建科的职

责范围广，工作任务较为繁重，尤其是涉

及各项公共事业，事关国计民生，撇开现

场督导不说，科里每年1000多份报表和

材料都要经过他的手，节假日加班加点对

李国红而言已是常态。

2016年11月8日晚上11点多，一辆

液化气运输车在郾城区商桥镇侧翻，液化

气不断泄漏，由于液化气比重大，迅速在

车周围扩散，如遇明火或有汽车通过，都

会引起爆燃，情况十分危急。李国红得到

消息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组织市燃气办工

作人员拦停107国道过往车辆，切断附近

电源，紧急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抢险，泄漏部位被成功封

堵，李国红又带领人员与消防官兵一道把

附近汽修厂的废旧轮胎铺在罐车周边及

附近路面，防止吊车施工作业时，碰触地

面发生危险。

正是李国红这种干练、沉稳、冷静的

工作作风，使事故现场得到有效的处置，

避免了一场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2017年省城镇供水规范化考核期

间，连续几天，李国红白天实地督导后，晚

上加班整理相关材料。一天晚上，市清源

供水公司相关人员初步起草了城镇供水

规范化工作材料，晚上8点多试着往他办

公室打电话，没想到李国红马上接听了。

晚11点半左右，负责起草工作的人员接

到了他的电话：“材料已初步修改完毕，你

们明天再仔细看看，确保没有什么遗

漏。”公司工作人员打开文档，看着密密

麻麻、几乎是逐段逐字的标红修改，不禁

为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折服。

在工作期间，每次遇到感冒发烧等身

体不适，他从不请假，总是悄悄利用中午时

间去找医生拿点药，实在熬不住了就计算

好时间在休息的时候去输液，从没耽误过

工作。妻子时常埋怨他转业回来了，在家

的时间依旧不见多，女儿上初中了，一次家

长会都没有参加过。李国红心怀内疚地笑

了笑，“以后等退休了，天天陪着你们！”

2017年8月，李国红脸上开始起水

泡。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身体在长期劳

累下免疫力下降的警示。此时正赶上省

文明城市创建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

观摩会准备的关键时期，虽然身上和脸上

的水泡又痛又痒，但他还是坚持等到10

月份漯河观摩会结束后，才到医院进行了

全面检查，结果确诊是天疱疮。

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李国红

的病情得到了控制。2018年1月23日，

为期四天的全市重大城建项目建设考核

开始了，李国红不顾同事的劝阻，依然跟

随考核组奔赴各县区。考核验收第四

天，李国红开始发烧，他坚持考核完后回

到家就一头栽倒沙发上，呼吸急促，浑身

滚烫，被紧急送往医院。没曾想，他这一

次入院抢救却是与家人和同事永远的别

离。

1998年9月26日，他从部队请假回

老家结婚，当天就接到部队指令紧急归队

集结待命，连一张结婚照片也没有留下。

去年，他答应妻子在结婚20周年纪念日

当天，带着女儿一起拍一张婚纱照，了却

心愿。但，一向雷厉风行、言出必行的他

这次失约了，永远无法兑现对妻子和女儿

的承诺。

2018年6月8日，中共漯河市委市直

机关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市直机关中开展

向李国红同志学习活动。7月20日，七届

漯河市委常委会第116次会议研究决定，

追授李国红为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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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

“三扶积福”活动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为城市公共事业挥洒尽余热
——追记漯河市优秀共产党员、军转干部李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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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人出彩河南人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黄卫民

固始县徐集乡
扶贫车间
助圆增收脱贫梦

沈丘县后湖村

孩子们文化俱乐部里过暑假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宋艳
丽 王萌）7月29日，在汤阴县瓦岗乡苏

庄村村委会，前来兑换积福的贫困户田

国芹看着自己的积分在积福榜上位于榜

首，笑得合不拢嘴：“村里开展的‘三扶积

福’活动是党和政府对俺们贫困户的一

个福利，俺们自己也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彻底摆脱贫困。这个月俺积了14分，攒

着积分争取到年底可以兑换个智能手

机。”

为充分发挥贫困户自主自强的脱贫

积极性，营造良好的脱贫攻坚工作氛围，

今年以来，汤阴县围绕扶贫先扶志、扶贫

必扶智的扶贫工作思路，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送福、积福”方式为载体，针对建档

立卡贫困户创造性开展扶智、扶志、扶贫

“三扶积福”挂牌管理活动。

“三扶积福”活动是扶智、扶志和扶

贫的有机结合，包括参加一次农民夜校

积1个福，参加一次就业创业技术培训

积2个福，依靠自主创业脱贫积20个福

等30项内容，累计共118个积福。贫困

户不仅可以凭积福兑换相应生活用品，

而且还能被评议为“五星鸿福户”，并被

推荐为榜样模范。同时，为了保证有奖

有罚，对于参与赌博、封建迷信等违法行

为的还要扣减相应积福，甚至一票否决，

真正教育引导贫困户逐步消除精神贫

困，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树立

自强自立、争先脱贫的精神风貌。

为方便群众兑换积福，汤阴县共筹

集资金300万元，建立爱心超市10个，

配置了基本生产生活用品，贫困群众可

凭积福兑换自己所需物品。

“‘三扶积福’活动帮助全县贫困户提

升‘精气神’，消除‘等靠要’，强壮‘筋骨

髓’，破解了扶智扶志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难题，营造了脱贫攻坚工作良好氛围。”7

月31日，汤阴县扶贫办主任李现锋说。

本报讯“我每天在扶贫车间分拣

布头，最少也可以挣40元到50元，到

今年10月份，我家脱贫摘帽是不成问

题了。”7月30日，固始县徐集乡堰沟村

的贫困户万术芝乐呵呵地说。目前，该

乡扶贫车间建设总数达13个，像万术

芝这样在扶贫车间工作的贫困户达

700余人。

去年以来，徐集乡经过多方考察论

证，决定将兴建扶贫车间作成当地贫困

人口增收脱贫的主渠道。乡里出台了

积极的奖励措施，凡是扶贫车间吸纳贫

困户在5户以上、每创产值1万元的，政

府奖励1000元，以此类推，多创多得。

对进入扶贫车间干活的贫困户个人凡

季度收入在1万元的，给予“以奖代补”

补贴1000元，最高封顶奖补3000元。

此外，该乡在堰沟村和花棚村接合

部规划出300亩建设用地，开辟了“凤

还巢创业扶贫基地”，以鼓励更多的外

出创业成功人士反哺家乡，助力脱贫攻

坚。截至目前，全乡扶贫车间实现总投

资2000多万元，650户贫困户和企业

签订了带贫协议书，年纯收入预计在1

万元以上。（丁昌铭）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焱
炜吴改红高浩博）占地900多平方米的

厂房内，70余台自动化缝纫设备整齐排

列,一边是嘁嘁嚓嚓的“穿针引线”，一边

是有条不紊的“来来回回”，几块看似毫

不相干的布料，片刻就变得有模有样起

来。车间门口，一辆厢式货车整装待发，

准备送往80公里外的洛阳总厂进一步

加工……这是7月27日记者在汝州市

王寨乡大剌湾村扶贫车间看到的一幕。

正在聚精会神操作缝纫设备的大剌

湾村贫困户张攀峰是这座车间40多名

工人的一员。“多亏了驻村工作队。俺在

外打工多年，没想到有一天能在家门口

上班。”张攀峰说。

汝州市超强鞋业有限公司原来是一

家依靠上游公司资源将鞋制品进行初级

加工，赚取低廉差价的农村小作坊，一间

农舍，一捆棉线和三台缝纫机，就是作坊

仅有的“固定资产”。“那个时候我们的成

品率很低，上游公司几乎没人愿意把活

儿交给我们，即使好不容易拉来了活，也

总是被押账，资金无法周转。”总经理唐

向雷说。

2016年。汝州市城市管理局成了

大剌湾村的帮扶责任单位，经过多次调

研，结合大剌湾村的贫困户实际情况，决

定将唐向雷的作坊作为大剌湾村的扶贫

主导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从企业资格申

报、选址到落地，汝州市城管局全程推

进，一个政策支撑体系为唐向雷的作坊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为弥补公

司注册成立之初资金短缺的问题，驻村

工作队又积极联系金融机构，为其担保

取得贷款，用以购置更加先进的缝纫设

备。

2017年7月，汝州市超强鞋业有限

公司注册成立，一个曾经低矮的小作坊

嬗变为注册资金600万元人民币的中小

企业，成为汝州市第一个投入生产并持

续增人增效的“致富车间”。大剌湾村许

多像张攀峰一样的贫困户在家门口务

工，足不出户就能脱贫致富。

“在这里上班的工资既可以按天结

算，也能把工资当作股权置入，俺选的是

后一种，这个企业以后也是俺自己的，俺

要和乡亲们一起把我们的‘超强鞋业’做

大做强。”张攀峰信心满满地说。

汝州一双鞋“走出”幸福路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
灵）“今年暑假哪里去，乡村文化俱乐部

里练书画”。今年暑假，对于沈丘县李老

庄乡后湖村的孩子们来说，惬意极了。

自2015年4月成立乡村文化俱乐

部以来，后湖村迅速掀起了读书、练习书

法的热潮。他们白天务农，阴雨天读书、

练习书法。因其翰墨飘香，成为远近闻

名的村子。

7月27日上午8时许，30多名8至

13岁的书画爱好者，又不约而同地来到

后湖村乡村文化俱乐部书画艺术展览中

心，在这里练习书法、绘画。300多平方

米，两张书画台一次能容纳30个孩子同

时练习书画。

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书画都是免费

的，还有十几个农民书法爱好者在这里

零距离辅导。“这是我书写的《七律·长

征》！”、“我画的荷花像吗？”10岁的马雯

雯和11岁的张迪竞相向记者展示自己

的才艺和十几天暑假的“成果”。

由后湖村25名农民书法爱好者用

真、楷、隶、篆、行五种书体书写的《千字

文》长卷，刚刚装裱制作完成。长28米、

宽0.6米的《千字文》长卷展现在人们面

前，宏伟壮观，气势夺人。在后湖村教师

马明祥的引领下，在场的乡亲们和孩子

们共同吟唱起《千字文》……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
军王永安乔新强）“听说村里建运动广

场缺钱，大家都主动捐款，就连70多岁

的贫困户贾成功老人也捐了20元。截

至今天，捐款总数已达73000多元了。”

7月30日，鲁山县张良镇贾寨村党支部

书记王东耀说。

贾寨村是一个只有700多口人的小

村庄，没有集体收入，此前村里连一个像

样的活动场所也没有。2018年5月贾

寨村新一届“两委”干部产生后，不等不

靠、主动作为，拉开了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和建设美丽家园的序幕。

村干部带头，首先清理村庄的陈旧

垃圾，在村主干道两侧搞绿化；随后准备

把村西头的一个废弃坑塘用沙土填埋，

在上面建设一个运动广场。在外务工的

村民邵金鹏听说后，当即寄回来1000

元。村“两委”干部捐款6000余元，老党

员李留长捐 3000 元，村民高海林捐

1000元……村民们建设美丽家园的热

情顿时被点燃，你500元、他100元争相

捐款。

“村上捐钱搞建设，美化环境，我打心

眼儿里高兴，虽说没有多少钱，但这（20块

钱）多多少少也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们

一定要收下。”前段时间，面对村干部委婉

的谢绝，该村70多岁的五保贫困户贾成

功老人还是坚持献出了一份爱心。

目前，贾寨村运动广场已经建成，广

场上配套安装了2个篮球架、2个乒乓球

台。该村还准备筹措资金填平另一个大

坑，在上面建一个面积更大的文化广场，

更好地方便群众的文化生活。

7月30日，孟津县朝阳镇武装部部长朱晓茹（左二）在伯乐村看望和慰问88岁的抗

美援朝退伍军人王天合（右二）。“八一”前夕，该镇组织机关干部看望和慰问辖区116名

退伍军人，给他们送去了食用油、火腿肠等慰问品。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鲁山县贾寨村

村民自发捐资建运动广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晓
磊 喜迅）7月30日，记者从舞钢市委宣

传部获悉，该市首届十大“新乡贤”新鲜

出炉，矿建街道宋喜德、庙街乡丁明兰、

杨庄乡叶福安、枣林镇李顺良、红山办杨

玉照、庙街乡杨付献、八台镇张秀峰、张

坤峰、尹集镇罗宗岱、武功乡高桂先等

10位“德才兼备”人员成功入选。

此次“新乡贤”评选从农村优秀基层

干部、致富带头人、道德模范、舞钢好人

等先进典型以及返乡老干部、老模范、老

专家、老战士、老教师等“五老”人员和在

外经商、办企业、从政人员及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中遴选产生。

据介绍，接下来，该市将对“新乡

贤”先进事迹进行宣传，并结合“美丽

乡村·文明家园”示范村建设和各级文

明村镇创建工作，绘制“新乡贤”文化

墙，设置“新乡贤”光荣榜，通过新时代

农村文明传习场所开展“新乡贤”巡讲

活动，在全市形成学习“新乡贤”、崇尚

“新乡贤”、争当“新乡贤”的良好社会

氛围。

“我们鼓励‘新乡贤’充分发挥作用，

更好地服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吸引更多从农村走出去的乡贤

游子回乡参加家乡建设，以实际行动为

家乡发展贡献力量。”谈起此次“新乡贤”

评选活动，该市宣传部部长王冬梅告诉

记者。

本报讯 （通讯员韩红蕾 宋永亮
记者黄华）“俺家里有3个病人3个学

生，年年支出好几万，就这，俺也不能拉

后腿，我还得在这次当先进后接着好好

干，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7月22

日，上蔡县齐海乡翟庄村召开村容户貌

整治工作推进会，贫困人员乔娜在领到

奖品拿到户容户貌流动红旗后，激动地

说。

齐海乡翟庄村是上蔡县计划今年

脱贫摘帽的“整体推进村”。县统计局

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两委”，从设在村

里的扶贫“大喇叭”广播的几条扶贫新

闻中获得启发，在村容户貌整治推进会

上表彰先进，竟然极大地激发了众多贫

困户的内生动力。

为进一步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促

进扶贫惠民政策落地落实，普及科技、

卫生、法律等生产生活经营常识，上蔡

县于2017年11月中旬启动扶贫广播

一期工程，并于2017年底完成5000个

扶贫大喇叭和总控系统的安装、调试、

开播等各项任务。伴随着扶贫广播二

期工程的顺利实施，上蔡县又将有

5000 个扶贫大喇叭同时发声，总数

10000个大喇叭遍布全县460个行政

村（居委会）的所有自然村。

舞钢市

评选出首届十大“新乡贤”

上蔡县
扶贫“大喇叭”
唱响扶贫“好声音”

7月29日，位于项

城市贾岭镇的河南东华

防水材料厂内，工人正

在赶制订单产品。该企

业总投资5000万元，

安置当地群众42人就

业，其中贫困农民 10

人。近年来，项城市积

极动员企业通过安排贫

困户就业、帮助贫困户

发展生产等措施，让贫

困农民成为工人，帮助

一大批贫困户走上了致

富路。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张永久摄

项城市
农民变工人
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韩浩朱
丝语秦怡欣）“秋葵被称为‘绿色人参’，营

养价值很高。”7月31日，在淮滨县谷堆乡

申营村绿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继才向记者谈起了秋葵的好处。

作为省级“致富带头人”的王继才，

每年都会引进新品种蔬菜试种，并找到

最适合本地种植的品种进行推广。“今年

试种的这批秋葵是4月份种上的，已经

采摘好几茬了。秋葵每亩产量在2000

斤左右，按照市场均价每斤8元，一亩地

能挣一万六，种一亩秋葵，几个月的收益

就能让俺家脱贫。”该村贫困户杜伟说。

“秋葵易种，产量也大，但对收获时

间要求极其严格，采收不及时或收后放

置时间过久都会迅速老化，口感尽失，甚

至无法食用。”有着多年种植经验的王继

才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判断力，目前，该种

植基地的秋葵嫩果主要出售到本地市

场，而老化的果实则取其种子压榨成秋

葵油在超市销售。

“为保证蔬菜新鲜，每天凌晨4点

半，俺们就开始采摘蔬菜了。7点之前

来自阜阳、武汉、上海等地的商家就开着

大车来收货了，每周运出去的蔬菜少说

也有20吨。”销售主管陈磊介绍说。目

前，绿博蔬菜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户

420人稳步走上致富之路。

淮滨县

“绿色人参”成致富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