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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粥一碗情意浓
沈丘县王莉办爱心粥屋免费为环卫工做早餐

我省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涨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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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先进事迹引起强烈反响

汲取榜样力量 争做坚韧“磐石”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左力
韩冰）昨日，本报一版头题刊发的《党

性，如磐石之坚韧——追记唐河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李勇》引

起强烈反响。“为楷模点赞！愿他一路

走好！”“苍天为你流泪，大地为你默

哀。唐河为你骄傲，扶贫为你送行！李

勇书记，一路走好！”……大河网友薇薇

等大批网友在留言中写道。

“这篇关于李勇先进事迹的报道感

人至深。市委将于近日做出向李勇同

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李

勇同志学习。”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看

到报道后表示。

据了解,李勇因公殉职后，唐河县于

7月30日下发了《中共唐河县委关于开

展向李勇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体党

员干部学习李勇的先进事迹，化悲痛为

力量，肩负李勇未竟的事业，用心工作，

奋发作为，努力推进强富美高新唐河建

设，以更新更大更好的成效告慰李勇。

“作为一名基层的纪检干部，我们将

持续发扬李勇书记生前‘向我看齐’和‘对

我监督’的工作理念，做一名合格的共产

党员。”唐河县纪委副书记李金山说。

李勇的先进事迹在网上获得广泛

赞誉。党的生活网、凤凰网、国搜河南、

搜狐网、新浪网、腾讯网、澎湃新闻等

20余家国内知名网络媒体纷纷转载。

网友们在微信、论坛贴吧、手机客户端

等网络社交媒体，以

跟帖留言、题写悼词、

撰写诗词等形式，向

李勇表达敬意。

8月2日清晨5时，王莉与往日一样早

早起了床，洗漱完毕，就急匆匆地向自己

的爱心粥屋赶去……

今年37岁的王莉，本是沈丘县一家幼

儿园的园长，今年初，当她得知一些环卫

工人因每天上班很早，常常顾不上吃早饭

的情况后，顿时萌发了“办一家爱心粥屋，

方便环卫工及弱势群体”的念头。

王莉说干就干，于今年4月在县城兆

丰大道中段租了一间房子，雇了一个师

傅，招募了几个爱心志愿者，爱心粥屋很

快便开张了。

爱心粥屋建起来后，便热闹开了。每

天来此吃早餐的人除环卫工人外，还有60

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流浪人员等弱势

群体。爱心粥屋对前来就餐的人服务热

情周到，给人以“家”的感觉。

开车约10分钟，王莉就来到了自己的

爱心粥屋。她和师傅以及几名志愿者一

阵忙碌之后，当天的爱心粥、馒头和菜就

备好了。

此时，爱心粥屋前100多名环卫工人已

排起了长队，几名志愿者开始忙着为大家发

放馒头、炒菜和热粥。环卫工人坐在已备好

的小餐桌旁，津津有味地吃起了早餐。

“大家放心吃，这个爱心粥屋是专门

为你们这些人免费提供早餐的。今天的

早餐有绿豆燕麦粥、番茄烧茄子和馒头，

大家可以放开吃，直到吃饱为止。”王莉热

情地招呼着。

王莉常对周围的人说：“环卫工们每天

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开始打扫街道，为保持

城市环境整洁净美，一年到头默默地奉献

着，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每天上班起床早，在家里做早餐怕

影响家里人休息，所以以前很少吃早餐。

爱心粥屋开张后，我每天在这里就餐，再

也不用担心饿着肚子干活了。不说别的，

光为感谢王莉的这份心意，我们说什么也

要把自己的活儿干好。”家住东城办事处

阙庄村的环卫工刘凤霞对记者说。

王莉告诉记者，爱心粥屋运营3个多

月来，在这里就餐的环卫工、60岁以上老

人多达1万人次。所用经费除从自己的家

庭存款支付外，其余是采取爱心手机微信

群倡议“每日一元捐”的形式筹集爱心

款。除此之外，也收到了社会上一些爱心

人士的赞助。虽然每笔金额不过三五百

元，但爱心人士的支持，让她更加坚定了

把爱心粥屋做下去的信心。每天接收的

每笔爱心善款，都由店里的志愿者负责登

记造册，确保专款专用。

“爱心一曲强国梦，热粥一碗情意

浓。”王莉手指爱心粥屋门两旁的一副对

联说：“我们的爱心粥屋从4月份开业至

今，尽管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我们一直在

坚持，同时也在影响和感动着更多的人。

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也会过来关照一下，做

做志愿者，尽一些自己的绵薄之力。这完

全超出了我们的初衷。不仅仅是我们在

献爱心，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爱心，想想总

是感觉到心里暖暖的。”

不觉间，就到了早上7时30分，就餐

的人们渐渐离去，王莉和几名志愿者开始

收拾碗筷，十多名就过餐的环卫工人帮助

洗刷。

记者在爱心粥屋当日的“每日播报”

单上看到今日早餐：小米粥、绿豆燕麦粥、

番茄烧茄子、馒头；就餐人数：118人，环卫

工87人，其他31人；爱心红包124.65元；

志愿者10人，其中党员2人；爱心语录：爱

心，志愿，奉献，和谐。

记者离开时，王莉说：“我们的工作

还有差距，今后我们会加倍努力，力争把

爱心粥屋做得更好，把每一碗粥都做到

极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亮）近日，鄢陵县马栏镇

召开“剖析典型案件，推进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通

报了3起典型案例，其中两起为马栏镇的村干部，另外一起

为该县只乐镇一村党支部书记。

“马栏镇发生的这两起违纪违法案件性质严重、教训深

刻、影响较坏，严重损害了马栏镇形象。我们要以发生在身

边的典型案件为镜鉴，深刻反思腐败案件对一个地方政治

生态的影响，深刻反思腐败案件发生的土壤和根源，深刻反

思腐败案件的警示教育意义，深刻反思腐败案件当事人的

蜕变之路，深刻反思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的教育重点，促使

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马栏镇镇长姚鹏

宇表示。

今年以来，该县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违纪违法案件

的镇或村（社区），组织开展“一案一整改”“一案一查摆”活

动，结合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剖析查摆，查找腐败风险点、制

度机制漏洞和个人思想、作风、廉洁、能力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要求镇领导班子成员负责人撰写心得体会，召开全体

党员干部大会，通报违纪违法案件，公开以案整改情况。村

党支部组织召开村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参加的会议，通

报违纪违法案件，村组干部要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防范

腐败风险、更好服务群众等发言，并记录在案。

该县借助市、县纪委监察委微博、微信、手机报，将违

纪违法案例通报素材制作成图文和音视频，从可读到可

视，从静态到动态，强化警示教育的渗透力、感染力和实效

性。组织拍摄发放警示教育微电影或微视频，在全县镇、

村巡回播放。

为丰富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形式，该县组织全县各镇、县

直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参观省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建设了占地1.07万平方米的廉洁文化主题公园，将多种廉

洁文化元素融入各个景观之中，加强廉洁教育阵地建设。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以群众反映强烈、巡视巡察移交的问题线索为重点，严

肃查处乡村组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对胆敢向扶贫民生、救济

救灾款伸手的决不手软。”鄢陵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察委主任田培新说。

本报讯（通讯员任学军 记者冯刘
克）8月2日，大型原创三维动画电视系

列片《象棋侠》开机仪式在郑州荥阳中

原智谷举行。这是荥阳将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的一次尝试，为

进一步延伸文化产业链条、探索文化发

展新模式奠定基础。

据了解，《象棋侠》以象棋少年郑子

奕的成长为主线，讲述他因酷爱象棋而

拥有特殊能力，从而穿梭于各个时代匡

扶正义、勇斗邪恶、扶危济困的故事。该

片把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

及象棋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和传承，融入

一系列故事中，通过象棋的发展史来一

步步展现荥阳、郑州乃至河南灿烂文化

的发展史。《象棋侠》计划今年年底制作

完成并在央视少儿频道首播。2019年

将在全国各级电视和网络媒体播出。

荥阳与象棋渊源深厚，被誉为象棋

文化策源地。该片的播出将为荥阳搭

建一座走向全国的桥梁，吸引更多游客

走进荥阳、了解荥阳。

8月2日，灵宝市故县

镇故县村贫困户在爱心超

市挑选生活日用品。7月

份，该镇成立扶贫爱心超

市，贫困户通过遵纪守法、

孝顺父母、义务劳动等获得

积分卡，即可在扶贫爱心超

市免费领取自己所需的生

活用品。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邢博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刘红
雨）为搭建豫疆青少年交流交融的平

台，7月23日至8月1日，省教育厅和

哈密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2018年暑期

“热爱新疆 牵手哈密”豫哈青少年手拉

手夏令营活动。

据悉，来自河南省实验郑东小学

的42名师生，跟随“热爱新疆 牵手哈

密”豫哈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走进新

疆、走进哈密，和哈密市伊州区第四小

学的各民族师生，一对一结对，互赠礼

物，同吃同住，一起了解新疆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感受当地民风民俗，共同经

历了为期10天的“甜蜜之旅”，深度体

验缤纷灿烂的民族文化，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

在此次夏令营活动中，哈密市还组

织共计350余名师生，分别组团走进河

南，赴郑州、开封、洛阳、新乡、濮阳等

地，和同龄中原青少年玩在一起、学在

一起，感受厚重的中原历史，体验灿烂

的中原文化。

“扭扭转转，做做吃吃。”郭妞用8个字

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做了总结。这8个字包

括：跳广场舞、散步遛弯儿、做饭吃饭。其

实她漏了一项打扫卫生。

郭妞是新密市岳村镇竹竿园村村民，

今年77岁，儿子在上海工作，家里平常就

她一个人。7月24日，记者走进郭妞家，

感受到的是干净整洁、绿意盎然。“我每天

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了，扫扫院子，扫扫门

口，倒倒垃圾。垃圾都是些包装袋、落叶、

择菜择掉的烂叶和剩菜剩饭。垃圾多的

时候，下午再倒一次。”

那么郭妞家倒掉的垃圾去哪儿了？

记者一路追踪，还原了新密市农村垃圾的

运输和处理过程。

谁来运？

从郭妞家出来，大门右侧20米左右

就有两个绿色带盖大垃圾桶。垃圾桶中

的垃圾刚刚盖住底部。“这个垃圾桶根本

不会倒满。”竹竿园村村委委员尚发喜说，

“因为不等它满就有人拉走了。”

据介绍，像这样的垃圾桶，竹竿园村

平均5户村民就有一个。“尽量让村民倒垃

圾方便一些。”尚发喜说，“另外，全村有22

个环卫工人负责村民户外的卫生，清扫的

垃圾也都就近倒到这些垃圾桶里。”

郑学敏40多岁，是竹竿园村专职垃

圾清运司机。他驾驶一辆机动三轮车，平

均每天运送4车垃圾，垃圾运送到岳村镇

垃圾中转站。

跟随岳村镇创建办主任屈战伟，记者

来到一处垃圾中转站。这是村外的一片

空地，建有一排白色房屋，其中安装卷闸

门的房子就是垃圾中转的地方。房子中

间安置着一个挤压垃圾的地坑式机械。

屈战伟介绍：“这里的主要功能是把各村

的垃圾集中起来，进行挤压，然后由乡镇

的密闭式垃圾清运车运到新密市垃圾处

理场。我们镇共有两个垃圾中转站，平均

每天拉走9车垃圾。”说着，他掏出了手机

给记者看。“什么时候拉走的？哪辆车拉

走的？我手机上都能显示。下一步还会

有视频显示。”屈战伟说。

在新密市，岳村镇的这种垃圾清理配

备并不是特例，所有的乡镇和村庄均是如

此，从而形成了“户投放、村收集、乡运输、

市处理”的垃圾处理“新密模式”。

咋处理？

当天中午，一辆载重8吨的垃圾清运

密闭车开进位于新密市区东南部的一个

园区，这里是该市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项目所在地。

项目负责人张共敏介绍，整个项目占

地700多亩，地形以便于填埋垃圾的沟壑

为主，整个新密城乡的垃圾最后都汇聚到

这里，包括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等。这些垃圾会进行分类处理，能够无

害化处理的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进行无

害化处理的进行填埋。

“新密市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项目

是目前我省唯一一家正在运营的此类项

目。”张共敏说，“处理餐厨垃圾时，先进

行前端分类，剔除出筷子、塑料袋、骨头、

扇贝壳之类生物难以降解的物质。余下

的餐厨废弃物进行固液分离、油水分离

和破碎，经过好氧发酵，生产出工业油脂

和园林绿化肥。整个过程全部采用计算

机自动控制，密闭运行，环保卫生。”

在一处即将竣工的大型厂房里，张共

敏指着6000立方米的垃圾池说：“这是我

们新建的生活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项目，

将于9月投入运营。因为生活垃圾种类较

多，所以这个项目工艺更加复杂。生活垃

圾进来之后，先用滚筒筛筛选，进行机械

分解，然后将生活垃圾中的纸张、织物、塑

料等可燃物质送到一个密闭环境中，加热

到500摄氏度进行裂解，让大分子变成小

分子，形成油、气两种物质，气作为热源，

油进一步提净，制成柴油。”

“目前，新密市城乡生活垃圾的平均

日产生量为540吨，该项目的日处理量为

600吨。除了春节期间垃圾出现峰值外，

基本可以满足需求。”张共敏说。

郭妞家的垃圾最终在这里成了肥料

和柴油，继续为人类生活服务。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本报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 朱海鑫 侯思雯 张英姿

郭妞家的垃圾去哪儿了？

动画电视《象棋侠》在荥阳开机

豫哈少年手拉手 豫疆亲如一家人

灵宝

爱心超市
暖民心

后 续
报 道

据新华社郑州8月2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

财政厅获悉，从2018年1月1日起，河南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

准，提高幅度为每人每月18元。

据了解，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的对

象范围是符合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条件的人员。其中，2018年1月1日以后

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

的，从享受待遇之月起提高基础养老金标

准。提高后，河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省定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98元。

本次调整是河南自2009年实施新型农

村养老保险试点以来第4次提高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也是提高幅度

最大的一次，提高比例达22.5%。

据介绍，此次提高基础养老金所需资金由中

央财政给予全额补助，预计河南年满60岁以上

的城乡居民月平均养老金收入将突破1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