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泔水桶“瘦身”记 乘风破浪的快递老姐

“把平凡的事千百遍做好就是

不平凡。”平凡的人做着不平凡的

事，郑州邮政快递员闫华就是这种

令人佩服的楷模。认识闫姐已三年

有余，在报业大厦的电梯口、楼道

间、后门处，等等，总能发现她一路

小跑来去匆匆的身影。

2017年2月28日，邮政改革，

闫华从一名坐在办公室的行政人员

转变为一名快递员。突然的角色转

换，她感觉天要塌了，特别崩溃，甚

至想过辞职不干了。领导找到她语

重心长地说：“闫华，你要相信自己，

别人能干的你为啥不尝试就放弃

呢，你是好样的，得对自己有信心。”

40多岁的女人了，出去还能找什么

好工作，天天闲在家里也不是个事

呀，抱着试试的态度她接受了快递

员工作。第一单就被客户吵了半小

时，在无人的角落她哭了好几次。

“但不能放弃啊，别人行我也能行，

咬着牙坚持着，到后来谁曾想，不想

干的快递服务行业竟然越来越习

惯，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喜欢，

干得还非常起劲。”闫华说，她每天

送发400余件，马不停蹄平均两分

钟一个快递。她连续三年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多次受到领导点名表扬，

一举成为行业的“大姐大”。

11月19日中午，笔者见到了闫

姐，问她：“从2017年初到现在是怎

么坚持下来的？”她说：“刚开始做服

务行业真的非常难，像送发快递经

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给客户打电

话，他会找各种理由给你讲这不好

那不行，甚至都不由你解释就给你

差评。但就是这样我也忍了，我坚

信你对别人真心别人也会对你真

心，给别人服务好还需要一种勇

气，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行就三

次，他们也会换位思考，你付出了肯

定是会有收获的。”

闫华以前朋友很少，但现在客

户都成了她的朋友，她的工作不但

得到了认可，而且对她的为人也评

价很高。遇到刮风下雨时，客户会

对她说：“你骑车慢一点，多穿点衣

服别冻着，雨衣穿好别淋着。”有些

叔叔阿姨还把她当女儿一样关心：

“妞，再忙也得先吃早饭，凉了对胃

不好。”逢年过节，还有人给她送个

月饼吃，送瓶牛奶喝……“因为他

们，我觉得我这几年没有白做，感

觉幸福满满的，也让我改观了，原

来服务行业还是很受人尊重的。”

“喂喂，闫华，发个快递。”“好

嘞，马上到。”就连吃饭的时候，她

的电话也是响个不停。笔者追问

闫姐：“累吗？”她说：“累并快乐着，

辛苦付出后的收获总是令人欣

喜。”心目中的大姐，她乘着风而

来，踏着浪而去，用勤劳的双腿硬

是逼自己跑出了一条阳光大道，成

就了自己。

□魏静敏

缝纫机嗡嗡作响，李明兰手指麻

利地上下翻舞，不一会儿，一张窗帘

的半成品就做好了……冬日里，走进

镇平县晁陂镇中户杨村900多平方

米的窗帘制品扶贫车间，李明兰在这

10多个女工当中显得格外忙碌。

“这是我们车间新出的产品，宝

蓝色镂空绣花窗帘，看这满满的牡

丹花刺绣工艺，多好看啊！”看着自

己的作品，李明兰心里别提有多高

兴了。然而，谁能料想到眼前这位

积极乐观的李明兰，曾经有着一段

艰辛的经历。

李明兰年轻时，跟丈夫一起做

玉器生意，共同抚养一双儿女，日子

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夫妻和睦，

女儿考上了大学，生活倒也有滋有

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早年李明兰患上了乳腺癌，丈

夫为了照顾她也搁置了生意。高昂

的手术费，儿女的学费、生活费使失

去经济来源的家庭陷入了低谷。李

明兰也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中，感

觉是自己拖累了整个家，整个人愈

发的萎靡不振。

就在李明兰被阴霾笼罩之时，

扶贫春风吹到了她的家中。镇村干

部相继到家中宣传扶贫政策，经“四

议两公开”程序，李明兰家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了医疗保险、

光伏扶贫、金融扶贫、到户增收等扶

贫政策，有了政策扶持，看病吃药再

也不用自己花钱，解除了后顾之忧。

渐渐地，李明兰的病情一步步

好转，丈夫也重新拾起了玉器生意，

女儿毕业后如愿找到一份称心的工

作，家里没了经济负担，日子越过越

好。但是，在她内心深处仍旧有着

一块“心病”：不想成为家里的拖累，

不想坐享其成给政府增加负担。她

整天一门心思想着通过劳动脱贫致

富，可是，由于身体原因，一直找不

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可巧的是，该镇经过多方考察，

在中户杨村建起了扶贫车间，源泉

布艺入驻后，招收缝纫熟工。紧接

着，镇平县妇联也在扶贫车间成立

了“巧媳妇”基地·妇联组织。妇联

干部和技术能手一对一教育主动参

加培训，手把手引导带岗培训，参与

技能比赛，争当“巧媳妇”。

得知这一情况后，有着一定基础

的李明兰这下可乐开了花，立马去报

了名。有了妇联组织的关心指导，勤

劳的李明兰通过不到半月的实践操

作便顺利上岗并成为技术能手，当月

便领到近2000元的工资。随后，李

明兰每月劳动收入2000多元，小日

子过得蒸蒸日上，人也开朗了许多，

通过劳动实现了脱贫。

“以前啊，我总想着家里没了收

入，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日子可怎么

过啊！现在好了，我们现在三个人

挣钱，我还能帮助车间的同事们。”

李明兰已经彻底从阴影中走了出

来，工作生活中更是多了几分自信。

□本报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刘理政李静倩梁心勇

沈丘县白集镇胡小楼村80后

小伙胡天锋，自20岁从事网业经

销、加工，至今已20个年头。他有

“爱心哥”的雅称，“我的事其实很微

不足道，爱心助人永远在路上！”11

月16日，胡天锋谦逊地说。

白集镇有加工网业的悠久历

史，全镇38个行政村，其中有20多

个行政村从事这个行业。胡天锋踏

入社会时，跟着哥哥跑销售。慢慢

地，他对加工生产、产品营销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网业生产程序简单、稳收不

赔、男女老人都适合干，当地闲人

多，何不领着他们干呢？2015年6

月，胡天锋萌发了这一念头后，很

快在距离县城仅有 2公里的东城

办事处阙庄村办起了一个网业生

产车间，吸纳20多个贫困户进厂

就业。然而，由于阙庄村被划为郑

阜高铁拆迁片区，胡天锋只好将车

间搬到县城西3公里处，在这里仅

干了2年时间，因沈丘县政府项目

洲业汽车城要开发，生产车间又需

要搬迁。

“算了，不干了。”妻子高丽开始

打退堂鼓。“不行，时下全县脱贫攻

坚如火如荼，好多人没有致富项目，

我要把车间重新选址，让一些贫困

户过上‘上班顾家两不误’的惬意生

活！”胡天锋郑重说。

2019年7月，胡天锋经与北城

办事处沟通，在距离县城3公里处的

大辛营村创建了河南周口煜鑫网业

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聚酯多层

网、聚酯单层网、干网等系列产品，

当年吸纳周边群众80多人，其中贫

困户40多人。同时，在沈丘县残疾

人联合会的帮助支持下，公司逐渐

演变为残疾人公益福利企业，吸收

残疾人12名，经集中带薪培训后，

被安排到各个车间。

为给员工提供温馨服务，公司

建起的寝室全部安装空调，一日三

餐免餐。“我们被安排在定型车间，

早上来上班，中午在公司就餐，下午

下班回家，活不累，挺轻松，月工资

3000多元。”来自郸城县东风乡的

于克龙、钱玉梅说。

来自该县范营乡的杨勇，双侧

股骨头坏死；来自该县赵德营镇的

侯三员因车祸造成右腿残疾，两人

均被安排在门岗上班。“在这里，我

感到自己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感谢胡天锋经理对我们残疾人的特

别厚爱！”杨勇动情地说。

公司发展了，胡天锋还不断地

积极献爱心。他先后两次为胡小楼

村安装路灯46盏，方便了群众夜间

出行。今年疫情期间，胡天锋分别

为白集镇、北城办事处捐赠方便面

各 100 件，为大辛营村捐款 2000

元。今年麦收期间，胡天锋又分别

为白集镇、北城办事处捐赠方便面

各100件，为大辛营村捐赠20件。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做的事

太微不足道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抬

爱，我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鼓励，争

取多做好事，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胡天锋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

“在座县直委局的同志，有谁自愿

到乡镇工作的请举手！”11月12日下

午，新安县委党校会议室里气氛紧张而

热烈，在现场一片掌声中，8名青年干部

坚定地举起了右手。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考试”，

考试的全名为“2020年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学习研讨会”，“考官”是新安县委书

记宗国明，“考生”则是参加这次培训班

的64名学员。

“在培训班学习了一个月，大家都

有什么收获？”“考官”问道。

“获得了最深的感触、留下了最美

的回忆、明确了最终的目标！”学员郭峰

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收获的不仅有

理论知识、工作方法，还有砥砺前行的

信心和攻坚克难的决心，特别是党性锻

炼课程，让我真正体会到‘自重、自省、

自警、自励’对一名共产党员的重要。”

学员高雅来自该县青要山镇，她回

答道：“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这次学习让我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说脱贫攻坚解决

的是短板问题，那么乡村振兴就是解决

如何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说到这儿，高雅掰着手指头算起账

来：“以我们镇万吨杏鲍菇厂为例，日产

量5吨，自10月投产以来，供不应求，可

增加10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现在二期

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乡村振

兴，青年大有可为！”

高雅的回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这次学习正值十九届五中全会召

开之际，我们的方向更明、担子更重。

立足新安发展实际，如何把咱们县的特

色资源转化为特色产品、形成特色品

牌，再转化成可观的经济效益？青年干

部在这场决战中应该怎么做？”分享完

收获，学员张相国的问题让在场人陷入

沉思。

“新安文旅资源丰富，但缺乏创新

型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目前，开封有开

封旅游学院，白云山有白云山旅游学

院，我们县能否也建立旅游学院，充分

发挥人才资源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学员郭佳瑜建

议道。

谈收获，话发展。“考生”们畅所欲

言，“考官”一边听，一边认真做着记录。

“我县这两年接连引进高学历高层

次专业人才，但作为乡镇来讲，缺乏年

轻人才是普遍的现状。是否能在人才

引进政策方面向乡镇予以倾斜或采取

措施加强乡镇基层的人才队伍建设？”

学员韩帅来自石寺镇，他的问题道出了

在场乡镇干部的心声。

谈问题直言不讳，提措施思路清

晰，现场的“考生”言简意赅，他们的思

考给这场“考试”增添了沉甸甸的分量。

不知不觉3个小时已过，宗国明最

后说：“今天这场‘考试’，你们的底气

很足，认识也很深刻。今年10月，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提高‘七种

能力’，新安作为洛阳重要组团，围绕

副中心，打造增长极；借力都市圈，实

现新跨越，也需要人才做支撑。希望

你们能够站在新安发展的新起点上，

勠力同心，为新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初冬的夜幕降临，空气中透着丝

丝寒意，学员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干劲

儿……

沈丘：加大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力度
今年以来，沈丘县纪委监委紧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脱贫攻坚、生态环

保、扫黑除恶、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不断加大监督

检查审查调查力度。全县纪检监察机

关共立案 178 件，党政纪处分 224

人。运用“四种形态”处理472人次，

其中第一、第二种形态占比92%，第

三、第四种形态占比8%。（刘建涛）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开展计量执法

专项行动
连日来，泌阳县市场监管局组织

执法人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计量执法

行动，重点检查商场、超市是否有超期

或未检定的电子秤，是否存在人为作

弊和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的现象以及

预包装商品是否在显著位置正确、清

晰地标注净含量等问题。（王大江）
多措并举筑牢边缘户“防贫堤坝”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确保小

康路上不落一户一人，西峡县石界河

镇针对边缘户遇到的实际困难，采取

扶持产业、转移就业、兜底保障、医疗

救助、小额信贷等多种方式予以帮扶，

为11户边缘户筑牢“防贫堤坝”。

（薛红果）
就业扶贫铸就脱贫攻坚致富路
为深入推进就业扶贫工作，西峡

县寨根乡人社所立足实际，通过对乡

内企业进行用工需求调查，开发就业

岗位，定期向镇内有就业意愿的贫困

劳动者提供就业信息，组织进行贫困

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动态管理贫困

劳动者务工信息等措施助力贫困劳动

者就业脱贫。 （王爽）
助推非公企业党建提质增效
为做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郑州

市人民路街道对辖区企业全面摸底排

查，了解企业党组织建设情况、企业内

党员情况，并以党建联盟为中心，为非

公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供帮助，助推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人民路办）

11月11日，在宝丰县闹店镇中学的餐厅里，土

豆鸡块、烧茄子、紫菜蛋花汤，荤素搭配的饭菜，同学

们吃得津津有味。

“滴滴……”午餐结束，今年65岁的该镇响潭营

村村民戴长坡把电动三轮车稳稳停在餐厅门口的泔

水桶边上，看着残羹只有小半桶，戴长坡不但不感到

失望，反而笑得跟冬日的阳光一样温和灿烂。

“唯有不忘出身，才能活得敞亮。”戴长坡出生在

1955年，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加上兄弟姐妹多，吃了

稀汤寡水的饭老是不耐饥，经常半晌儿饿得肚子咕

咕叫。母亲还时常去野外采摘些桃叶、桑叶等煮熟

给他们充饥。“小时候天天都盼着过年，过年好啊，能

吃一碗白面条，啃个白蒸馍！俺苦日子亲身经历过，

知道粮食不易得，最见不得浪费粮食。”戴长坡说。

闹店中学共有学生1300余名，教师80名，实行

寄宿制。去年9月，老戴去闹店中学送孙子上学时，

发现学校的泔水被当作垃圾倒掉了。“倒掉就糟蹋

了！我家养了3头牛1头猪，让我拉回去喂牲口吧！”

老戴主动找到学校协商后，一天3趟按餐点去拉泔

水，一天下来有三四桶呢，里面不少面条、馒头、米粒，

一个月能省下饲料钱300元左右，这对老戴来说可是

个不小的数目。

“以前来拉泔水，你总是耷拉着脸，跟谁欠你钱

一样。最近是有啥喜事？”餐厅经理唐来生打趣老戴

道。

“高兴啊！如今，孩子们懂得珍惜粮食，都能光

盘了，用俺孙子的话说‘泔水桶也瘦身了’，虽然俺一

天下来只能拉一桶稀汤泔水，还得多花300元买饲

料，但是俺心里高兴啊！”戴长坡高兴地回应道。

泔水桶的“瘦身”是该校大力落实“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带来的喜人变化。针对学校浪费的“重灾

区”——学生用餐，实行硬核举措：定期让学生对餐

厅饭菜口感打分，倒逼餐厅提升饭菜口感，确保学生

吃得好；实行周包餐制，给学生们打饭时“少舀勤添”，

吃饱为止。

“老戴，我给你搭把手抬上去！”正在餐厅值班的

闹店中学校长褚灿辉疾步向收泔水的戴长坡走去。

“没事，只管忙你的，小半桶汤水也不重。”话音未落，

老戴一个转身就把泔水桶掂了上电动三轮车。

老戴告别褚灿辉后，哼唱着豫剧《朝阳沟》银环

上山唱段开始返程，欢快的唱腔随着三轮车的走远

而越飘越远。

“丈夫瘫痪在床，家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照顾，

在外打工不现实，帮扶人谢书记了解到情况后，协助

我申请了生态护林员公益岗位，很快就批下来了。

我现在主要负责附近林地护林防火宣传和日常巡

查，既能挣钱，又能顾家，有了政府的帮助，我们的日

子变得越来越好。”11月16日，西峡县回车镇大块地

村贫困户刘红珍说。

今年49岁的刘红珍，平时爱说爱笑，待人热情，

在乐观开朗的外表下，还有着一颗坚韧不拔的心。

2018年丈夫徐明高突发脑梗，导致截瘫，语言能力也

受到影响。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还有两个年幼的孩

子需要照顾，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到刘红珍身上。

2017年底，经过民主评议把她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同时申请了低保，为其丈夫办理了残疾证，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等行业政策也陆续落实到位。基本

生活得到保障后，如何拓宽增收渠道，实现稳定脱贫

成为首要问题。

西峡县回车镇党委副书记谢磊在走访中了解

到，刘红珍平时需要照顾家里，想要稳定就业只有通

过政府设置的公益岗来实现，为此他积极和扶贫办、

人社所沟通协调，协助其申请公益岗位。如今，公益

岗工资加自主养殖收入和各项补贴，刘红珍家每月

收入能达到3880元。

针对无法稳定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西

峡县回车镇依托当地人社、林业、扶贫等部门，结合

就业扶贫政策，开发设置了保洁员、光伏管理员、生

态护林员等多种公益性岗位，并严格按照相关程序

吸纳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目前镇上共有114个

公益性岗位，有效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稳

定就业增收。

小岗位发挥大作用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刘淑改

□本报记者 杨青 通讯员 赵建峰

李明兰的精“踩”生活

“爱心哥”胡天锋的凡人善举

一场特殊的考试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郭建立高月

《河南省诺隆实业有限公司年加工5
万吨废旧轮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基本编制完成，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4号）有关规定，现将环境影响评
价中的有关内容进行第二次公示，希望广
大公众积极参与，为项目提出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发邮件或者通过电话、传
真、信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联系，查阅纸质报告书。或者通过网络
链接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下载查
询 ：环 评 互 联 网 论 坛（https：//www.
eiabbs.net/thread-371657-1-1.html）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到项目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

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

境部统一制定，公众可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公

众意见调查表。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将公众意见表填写好之后，可通过

信函、电子邮件、自送、电话联系建设单位上
门取件等方式提交我公司。在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我
公司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邮寄或自送地址：周口市西华县李大庄
乡政府南

联系电话：15136282308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填写建设项目公众意见表（见网络链
接），通过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传
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并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
姓名和联系方式。

河南省诺隆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河南省诺隆实业有限公司年加工5万吨废旧轮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11月15日晚上，新乡福彩再传喜讯，在双色球第2020114期

开奖中，该市获嘉县照镜镇楼村41570493号投注站中出一等奖1

注，奖金高达719万元。这是继10月20日原阳县中出一等奖621

万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市中出的第二个双色球头奖。

据了解，这张中奖彩票采用的是单式投注方式，投注金额10

元。当期一等奖单注奖金为647万元，正逢12亿元派奖，同时收获

普惠奖派奖金71万元，因此总奖金高达719万元，可谓喜上加喜。

据悉，双色球12亿元大派奖活动自11月8日开启以来，广大

购彩者积极参与其中，不断为福彩公益事业助力，同时也收获着属

于自己的好运。

福彩双色球游戏自2003年上市以来，很多购彩者通过它实现

梦想，奉献爱心，为我国公益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福彩双

色球也给许多购彩者带来了意外惊喜。福利彩票发行宗旨是“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本质上是做公益慈善活动的一种形式，广大

购彩者还是应该树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理念，用爱心公益的心

态参与购买福利彩票，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 （豫福）

不到一个月
新乡彩民再次收获双色球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