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3农村版 责任编辑∶姜永栋 电话∶0371-65795706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黄丽

西平县供电公司规范物资利库管
理

近日，西平县供电公司物资供应分中

心全面开展库存资源盘活利库工作，此次

“煤改电”工程项目物资共利库10.24万

元。

该公司在前期在建工程结算转资

工作的基础上，对库存工程结余物资再

次进行清理核对，建立台账，并与项目

管理部门配合，严格落实上级有关工程

结余物资退库、利库管理制度，明确利

库流程。按照“谁形成库存，谁负责利

库”原则，从物资需求计划提报阶段源

头控制，由物资供应分中心提供库存工

程结余物资清单，项目管理部门对物资

需求计划进行核对，核减已有物资提报

数量，经物资供应分中心审核后再进行

提报，有效提升了工程结余物资利用效

率，实现了库存资源科学调配、高效利

用。（郑永军 祝立强）

泌阳县工商质监局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近日，泌阳县工商质监局召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会议传达了省

工商局、市工商局和县委、县政府部署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相关文件和会议精

神，分析了县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存

在的问题和短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再

动员、再安排。（张伟）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多举措强
化文明交通综合治理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工作要求，严格交通秩序管理，预防和

减少事故发生，提高辖区居民群众文明出

行意识，近日，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

按照交通秩序整治和街道美化整治相结

合的思路，多举措强化文明交通综合治

理。（杨丹）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五举措加强金融
业务管理工作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五举措加强金融业

务管理工作。一是在信贷支农上下功夫，确

保业务发展再上新台阶。二是在组织存款

上下功夫，确保经营绩效再上新台阶。三是

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确保基础管理再上

新台阶。四是在防控风险上下功夫，确保风

险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五是在作风建设

上下功夫，确保员工队伍素质明显提高，制

定改进工作作风细则。(吕璐张其友)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营业部夏粮收购
圆满结束

8月30日，笔者从农发行新乡市分

行营业部获悉，新乡市北站粮库最后一笔

地方储备粮轮换贷款发放到位后，该营业

部共向两家粮库，发放储备轮换贷款

3292万元，轮换小麦1813万公斤。由于

储备轮换贷款需将原来的贷款全部收回

再重新发放，同时还要按照库存进度供应

资金，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该部严

格按照有关政策要求执行，并最大限度地

核定大于原贷款额度，尽可能多放贷款，

多收粮。（林磊）

薛岗小学举行义教统编道德与法治
学科网络培训会

9月11日，2018年秋季义教统编道

德与法治学科网络培训会惠济分会在郑

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会议室举行，江山路

中心学校全体道德与法治老师参与了观

摩培训。这次培训提升了全体参训教师

对新教材的把握，对学校全体教师后期的

教学将起到一个指导和引领作用。（李勤）

薛岗小学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
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郑州市

薛岗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祝活

动。此次庆祝活动，让全校老师再一次感

受到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大家纷纷表示，

在以后的工作中，将牢记使命，严守师德，

精炼技艺，争做新时代好教师。（李勤）

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构建

崇德、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9月10日，

郑州市杜庄小学开展了“道德讲堂”活

动。参加活动的全体教职工充分感受到

了道德和榜样的力量，大家纷纷表示，一

定要自觉接受道德洗礼,学习先进，不断

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为

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贡献力量。（张丽芳）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卞瑞
峰王学伟）原阳县福宁集镇小吴庄村曾

经是全县出了名的贫困村，村党支部书

记申发中当选后，誓与贫困作斗争，短短

几年，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小吴庄的

深刻变化，正是该县持之以恒抓基层党

建，让基层党组织成为扶贫工作“领头

雁”的成功例证。

村子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原阳县

因地制宜，不断出招。一是建强组织，让

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全县投

资1333万元，新建村级党员活动室21

个，为全县82个村活动场所配备了办公

设备。三年来，选配486名优秀机关干

部到村任第一书记，采取一村一名县级

领导联系、一村一名科级干部分包、一村

一个整顿队伍、一村一策制订方案、一村

一个帮扶整顿机制，确保全县34个软弱

涣散村得到有效整顿。二是建立制度。

完善农村党支部书记“五星级”评定制

度，建立了1286名的农村后备干部队

伍。与此同时，强化驻村管理，定期暗访

督查，确保第一书记工作在村，发挥作

用。三是建立载体。开展了“走进基层，

结对帮扶、能人带富、带头脱贫、志愿服

务”五项行动，全县8000名党员干部和

贫困户结为帮扶对子。

去年，全县还开展了素质提升专项

行动，举办扶贫专题培训班，进行各类技

能培训50次，提升党员干部的致富能

力。该县还深入开展了先进基层人物

“四帮四带”活动，让优秀民营企业把社

会责任扛在肩上。全县建立产业扶贫基

地138个，实现了1.5万余人稳定脱贫。

原阳让基层党组织当好扶贫“领头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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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杨希华从

师范毕业后也当上了教师。从1971年

起，他先后在大杨联中、侯庙中学等任中

学教师。杨希华在侯庙中学当教师时，家

长都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往他的班上送。

1986年，他到安阳师范学院进修离开学校

后，很多孩子因此就转学了。1989年，他

教的班级在全侯庙镇是第一名。

杨希华对学生非常严格，也非常疼

爱。1976年，他在东孙中学当老师时，一

名学生生病，杨希华就到他家里辅导他

学习。回忆起此事，该学生至今对杨希

华非常感谢。

杨希华对教师职业非常热爱，孩子

们在选职业时，他也建议当老师。在他

的影响下，二女儿杨霞、三女儿杨素君都

成了老师。2006年，台前县教育局组织

台前县小学优质课讲师团，赴各乡镇小

学巡回演讲，共选派4名小学优秀教师，

杨素君和杨霞同时入选。最后，领导考

虑姐妹俩同时入选有些不妥，于是将杨

霞去掉，保留3人。2009年，濮阳市选拔

农村小学骨干教师，台前县城关镇3所小

学6个名额指标，杨素君、杨霞姊妹二人

又一次双双入选。

此外，杨希华的侄子杨保聚、侄女杨

凤梅也都是老师，也是学校里的骨干力

量。其中，杨保聚1981年起在大杨小学

任教。杨凤梅1992年起先后在濮阳县

文留镇三中、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等任

教。任教期间，杨凤梅多次获省、市、县

级优质课奖，县级优秀教师、骨干教师、

百佳教师。

濮阳有个教师世家

一家三代出了5名校长4名老师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袁冰洁

台前县侯庙镇大杨村杨希华家，是全镇乃至全县闻名的教师之家、教育世家。他们一家三代共出了9名教师，其中有5名还是校
长。如此牛气的教师之家是如何炼成的？教师职业对于家风有何影响？近日，记者采访了杨希华老人，听他讲述他及父亲、兄妹、女儿
们的教师故事。

杨希华家族所出的第一名教师，是他

的父亲杨心敬。

杨心敬1921年2月8日出生于台前

县侯庙镇大杨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杨心敬刚刚16

岁。国难当头，他毅然放下四书五经，积

极参加“抗联”，下济宁去郓城抬担架救伤

员，曾两次立功、四次受奖。

1944年4月，杨心敬解甲从教，被派

到当时的寿张县抗日二高，即现在的侯庙

镇大杨小学老校址任教。当时，当教师不

仅苦累，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日寇轰

炸机对学校不断侵袭，师生人身安全受到

威胁，上课教室不固定，或在树荫下，或在

车棚里，但杨心敬根本不在乎教学条件，

他组织“儿童团”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还

经常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宣传

抗日救国。

1946年3月，25岁的杨心敬走上了

教育领导岗位。1949年，杨心敬开始任

莲花池小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他先后任张楼完小校长、黄堌堆完小

校长、王集完小校长兼王集中心校校长。

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

的“文化大革命”中，杨心敬没能幸免。他

先是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又在

“文革”中受了20多场批斗。1978年，他

重返阔别了20年的教育战线，任侯庙公

社刘庄联中校长。1980年，杨心敬又被

调到侯庙乡（现侯庙镇）联校，任扫盲（成

人教育）校长，1981年光荣离休。

杨心敬经常教育孩子要努力学习文

化，掌握知识，他在堂屋里挂了一副对联：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也成了杨

家的家训，无形中激励着孩子们奋发学

习。

受父亲杨心敬的影响，杨希华和长

兄杨希亭、大姐杨贵东、三妹杨久云，也

都成了教师。其中，杨希亭、杨贵东、杨

久云还和父亲一样，最终做了校长。

杨希亭17岁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

山东省泰安市范镇完小任高小教师，自

此开始了教师生涯。上班仅1年，他就被

评为泰安市模范教师。

1962年，因家庭经济困难，杨希亭要

求调回原籍任教，先后在侯庙镇孟楼完

小、刘庄完小、大杨联中、纸王联中、侯庙

高中、侯庙中学任高小教师、初中教师、高

中教师，均以教学质量高、班级管理严而闻

名乡里。1978年，杨希亭出任侯庙中学副

校长，1985年任校长。杨希亭对工作非常

负责，他任校长第二年，侯庙中学的教学成

绩就由原来的落后飞跃到全县第二名。

杨希华的大姐杨贵东，先后在侯庙

镇大杨小学、孟楼小学、武楼小学，城关

镇后三里小学、刘楼小学、丁李小学任

教，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1996年，她出

任城关镇丁李小学校长，1998年退休。

杨希华的三妹杨久云，1996年出任

打渔陈梁庙小学校长。由于工作期间成

绩显著，2001年，台前县教委为她颁发全

县优秀校长证书。2006年，台前县教育

局、县人事局共同授予她全县优秀教育

工作者证书。

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还有杨希华的次

女杨霞。受爷爷和父亲影响，杨霞也走上

了教师道路。1995年起，她先后在台前县

孙口镇南孟小学、城关镇小学任教，先后被

濮阳市教育局评为濮阳市成人教育先进工

作者、濮阳市小学语文优质课教师等。

2012年，她出任城关镇小学副校长至今。

就这样，从父亲杨心敬开始，到大

哥、大姐、三妹及二女儿，杨希华一家共

有5人担任过校长职务，对台前县教育事

业可谓贡献巨大。

其实，除了父亲、大哥、大姐、三妹、二

女儿、三女儿、侄子、侄女和本人外，杨希

华家庭成员中还有5名教师。他大姐杨贵

东的三个孩子都是老师，三妹杨素君的孩

子也是老师，他的侄女婿还是老师。这样

算起来，这个家庭至少有14名老师，可以

说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教育世家。

为什么家中会出这么多教师？杨希

华说，这与他们家的家风有关。他的奶奶

虽然是普通的农妇，但很喜欢帮人，最常

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三分，留三分，还有三

分救穷人”。奶奶的话，从小就在后辈们

的心里播撒下了善良的种子。杨希华的

父亲杨心敬经常对孩子们讲学校里的事

情，教孩子们要善良做人。杨希华的母亲

虽然没有工作，但同样非常重视教育。杨

希华说，现在想来，家人对知识的重视，对

善良的追求，和老师的工作、老师的责任、

老师的气质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家庭成

员之间互相影响，互相熏陶，才使得在选

择职业时，教师成为大家的首选职业。

杨希华在教学一线当了15年的老

师，后来又到县教育部门任职。 提及从

教感受，杨希华说，教师是一份很平凡的

职业，但对社会的贡献巨大。多年以后

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能够在各行各业成

为行家里手，内心很有满足感。

父亲的影响
教育世家一脉相传

5名校长 对台前教育事业贡献巨大

4名教师 教学事业一个比一个优秀

真实感受 当教师内心很有满足感

近年来，获嘉县交通运输局始终坚

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常研究、严部署、重

落实，特别是今年暑期休假期间以来，局

党组紧盯易发、多发问题不回避，抓住薄

弱环节不松手，坚决查纠各类突出问题

不迁就，严防不正之风反弹回潮。

一是压实主体责任。精心组织召开

局党组会和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职工

动员会，认真传达学习各级纪委《关于加

强暑期休假期间八项规定落实工作的通

知》精神，层层传导压力，进一步明确各单

位党组织的主体责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带头做好表率，全

体党员干部要融会贯通《通知》精神，做到

令行禁止、知行合一。

二是加强教育提醒。通过召开专题民

主生活会、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课、下发

廉政通知、发送微信、短信等不同方式，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做到防微杜渐。

三是强化监督检查。以监督检查确保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到实处为根本，尤其对

暑期休假人员、婚丧嫁娶、子女升学的党员

干部作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扩大监督范围

和监督事项，及时了解掌握每个人倾向动

态，把监督检查贯穿于个人行为全过程，实

现监督检查全覆盖。（王顺斌）

获嘉县交通运输局

暑期休假期间一以贯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范谡进 记者冯刘
克）9月10日，大峪沟镇岳寨村作为巩义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首批试点村之一

正式揭牌。揭牌仪式结束后，岳寨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进行了首场报告宣讲。

据介绍，岳寨村作为巩义市第一批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的试点村，将切

实发挥好榜样表率作用，尽快在本辖区

开展各类宣讲活动，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实践活动。大峪沟镇其他村庄也将

迅速行动，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尽

快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下一步，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健全机构，建好队

伍，常态化开展宣讲活动和实践活动，着

眼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

化俗，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创新

方式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

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让广大群众在其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文化

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巩义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揭牌开讲

9月11日，温县丰核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户在剥核桃皮。金秋时节，位于温县黄

河滩区的丰核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3000亩核桃喜获丰收，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晾

晒、加工核桃，供应各地市场。徐宏星摄

9月12日，体彩大乐透第18107期开奖，全国开出5注
头奖，分别被吉林、江苏、四川的购彩者擒获。当期开奖结束
后，奖池金额小幅下降至64.69亿元。当期全国共销售2亿
元，为社会筹集公益金7457万元。

当期，前区开出号码“07、08、09、10、22”，后区开出号码
“03、04”。前区小号爆棚，大小比1∶4，奇偶比2∶3。0号段开
出3个号码，1号段和2号段各开出1个号码，3号段轮空。其
中“07、08、09、10”是四个小连号，这种出号的情况非常罕见，
最近的一期是在第18026期出现过。而号码“08、09”在遗漏
18期后，再次双双亮相，唯一大号“22”是间隔4期又再次开
出。后区开出的也是一组小连号，号码“03、04”一奇一偶，其
中“03”间隔3期再次开出，“04”则是复制上期号码。

当期，全国开出的5注头奖，分别被吉林、江苏、四川的
购彩者擒获。其中，四川中出的3注852万元头奖，出自成
都，中奖彩票是一张投注金额为6元的单式票，购彩者是对1

注号码进行了3倍倍投，单票中奖奖金达到2556万元。
吉林中出的1注1363万元追加头奖，出自长春，该购彩

者凭借一张6元2注单式追加票，中得1注一等奖和1注三
等奖。由于该购彩者采用了追加投注，多得一等奖追加奖金
511万元，使得追加后一等奖单注奖金达到1363万元。

江苏中出的1注852万元头奖，出自常州，中奖彩票为6
元3注的单式票，其中1注命中头奖。

当期，二等奖全国共开出84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
10.2万元，其中3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6.1万
元。三等奖开出1089注，基本投注单注奖金为3074元，其
中452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844元。

当期开奖结束后，奖池金额小幅下降。将有64.69亿元
奖池金额滚入9月15日（本周六）第18108期开奖。2元可
中1000万元，3元可中1600万元，广大购彩者不要错失良
机，快点行动吧，记得要追加哟。 （河体）

大乐透再爆5注头奖
奖池64.69亿元

中秋、国庆双节齐聚
你是否还在为去哪儿游玩犹豫不决？
你是否在期待一次美妙的邂逅？
别找了，你想要的惊喜都在这里了！
送好礼，我们是认真的！
双节将至，好礼来袭！
是时候与体彩顶呱刮来一场“买买买”的约会了！
近日，顶呱刮新票“锦绣”，将陆续在我省各地上市销

售。“锦绣”是一款文化类主题票，单票面值20元，头奖100
万元。该票设计大气时尚、高贵典雅，使用金属墨印刷的票
面，洋溢着浓厚的富贵气息。恰逢国庆前夕上市，文化主题
搭配“锦绣”名称，饱含美好的祝福。

游戏规则：
游戏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金额标志，即中得该金额。
游戏二：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

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金额；如果你
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翻倍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
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2018年9月15日~10月7日，河南体彩将开展“迎锦绣

中华，送双节好礼”主题营销活动。
活动期间，购彩者在我省任一体彩销售网点购买“锦绣”

主题即开票（20元面值），若单张彩票刮中相关预埋符号，并
经体彩销售网点兑奖设备（IVT或BCR）扫描确认（促销兑
奖）后，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礼品数量有限，先刮先得，
送完为止，详见下表：

温馨提示：礼品领取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内容，详见活动
海报，或咨询全省各体彩销售网点！

近日来，天气已渐渐转凉，如此好的气候，空闲时间何必
蜗居在家，带上您的家人一起出门Happy！在购买体彩顶
呱刮的过程中，体验踏青般的欣喜和愉悦吧！

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金额中的20%都将
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未成年人不得购
买彩票及兑奖！ （河体）

迎锦绣中华，送双节好礼！
体彩顶呱刮新票“锦绣”感恩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