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马泽一马晓冲记

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要不是张

大哥及时相救，我母亲说不定就没命

了！”5月25日上午，当固始县丰港乡童

营村村民胡光全在相邻的徐集乡沈岗

村村民张具友家，见到走失一天一夜的

老母亲时，四五十岁的汉子哭得像个泪

人一样。

5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62岁的

张具友在村庄外的旱稻田里除草时，忽

然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张具友寻声

走了过去，只见鱼塘里站着一个70多

岁的老太太，水已没过她的肩膀，水塘

边扔着一把黄色雨伞。

张具友看着水塘边的黄色雨伞陡然

想到，两个小时以前，他在徐集派出所办理

身份证时听民警说，丰港乡一位名叫竹怀

秀的72岁老人，因患有老年痴呆症，于5

月23日午饭后走失至今未归，走时手里拿

着一把黄色雨伞。从黄色雨伞张具友判

断，这个老人应该就是走失的竹怀秀。

“老姐姐，你怎么掉到水里去了？”

张具友问道。老人哆哆嗦嗦地说：“我

是下水摸田螺呀。”张具友边走边对老

人说：“老姐姐别怕，我来救你。”因为竹

怀秀体重较重，张具友下到水里，经过

两次努力才把她抱上了岸。担心竹怀

秀被冻坏，张具友急匆匆地把她背到家

门口，其爱人见状立即找来干净衣服，

把她领到室内换上。与此同时，张具友

拨通了徐集派出所的电话，这才出现了

开头母子相见的一幕。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贾文亮
高峰丽）连日来，虞城代驾司机崔森森

勇救落水女的事迹在微信朋友圈、抖音

平台等广泛传播，大家纷纷为这位代驾

小哥点赞。

5月26日，记者在虞城县城关镇惠

民街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惠民

路东段见到了全副武装骑着电动车，正

准备上班的崔森森。当问起5月23日

凌晨他救落水女性的事情经过时，他腼

腆一笑，说：“当时我正在澜湾接单，突

然听到有人喊‘有人跳河了’，我立即向

桥头跑去，砸开桥头的救生箱，取出救

生圈，跳下河……这也没啥要说的，别

说我是共产党员，就是任何一个普通老

百姓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这样做。”

“我当时正收摊儿，听到有人喊，急

忙跑过来，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长发女

性在水中挣扎。这河4米多深，30多米

宽，不会游泳的，真不敢下水救人。大

家都拼命地喊‘救人啦，救人啦’。听到

‘扑通’一声，一个代驾小哥跳下去了，

岸上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澜湾老

七烤鱼店的老板马新凯激动地说。

城关镇惠民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杨树志介绍，崔森森2011年从新疆某

部队转业，做过房地产、经营过餐饮，现

在从事代驾工作，是该社区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在2020年和2021年疫情

防控期间，他积极申请成为疫情防控志

愿者，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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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郑喜
艳）房屋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道路

四通八达、街头繁花似锦……5月31日，

走进平顶山高新区遵化店镇，美丽的乡

村景色和产业带动村民增收的场景随处

可见。

近年来，遵化店镇把美丽乡村建设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根

据各村自然资源、现有基础条件，着力发

展特色产业。

张庄村的果园里种有草莓、大樱桃、西

梅、蜜桃、桑葚、蓝莓、软籽石榴、葡萄等，品

种多样。2017年，为带动群众增收，村里

引进高档经济果木，流转土地200亩，注册

成立了平顶山市咱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建

起了特色水果种植园示范基地。

陈庄村有着种植葡萄的传统，葡萄

品种多、口感好，深受市民喜爱。该村采

取“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智能化控

制、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的模式，促

进葡萄产业发展，实现了以产业振兴引

领乡村振兴。

在屈庄村蔬菜大棚里，尽管天气炎

热，村民仍忙个不停。目前，屈庄村有200

余户村民有自己的蔬菜大棚，总面积达

600多亩，每个大棚年收入10万元左右。

据介绍，遵化店镇坚持优势产业区

域化、区域产业特色化、特色产业品牌化

的思路，着力推动地域资源优势向品牌

优势、村品经济转变；以村级为单元，以

农户为载体，选择富有地方特色又适合

市场需求的优势产业及名优特农产品，

打造农业标准化示范推广新格局。

本报讯（通讯员陈世军丁环环熊晓
燕记者尹小剑）近日，罗山县农业农村局

在信阳助力培训学校举办了基层农技人

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县、乡两级50名

基层农技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班以理论教学与现场教学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理论教学邀请了信阳

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科学院、市农林学

院专家、教授从植保、土肥、栽培管理、创

新农技推广方式方法等内容上进行了全

面讲解。现场教学观摩了市鱼付家庭农

场、文新茶园、蓝闰农业生态园，学习了他

们的先进生产经营模式、发展理念、品牌

建设，在开阔眼界的同时寻找差距。

本报讯（通讯员韩浩朱丝语记者尹
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近日，随着气温升

高，学生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易发

期。淮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制订下

发了《淮滨县教育系统预防未成年人溺水

工作方案》，对全县预防未成年人溺水专

项治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该县教育系统开展了防溺水大走访活

动，各学校派遣教师分村包户，包保到人，深

入学生家中，进行防溺水大走访宣传教育

活动；实地查看池塘沟渠，开展隐患排查治

理，建立台账，设立防溺水警示标志、救生

圈等救生设施，收到了良好的防范效果。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实习生杨柳
通讯员崔胜利杨娜娜）“以前想都不敢

想，家门口竟然建了文化广场，每天到广

场上打篮球、跳舞的人特别多，老百姓多

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5月26日，在博

爱县鸿昌街道九街社区文化广场上，57

岁的李月鲜提起社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九街社区位于博爱县城中心位置，

是1985年建的居民区，人口密集、道路

破损严重，群众出行、停车不便，无健身

娱乐场地。

自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鸿昌街道建立

“党员巡访”制度，每月18日，各党支部

党员和村民代表对群众进行走访，收集

群众意见，以切切实实的行动为群众办

实事。在充分听取群众提出的意见后，

九街社区筹措资金70余万元，在原来老

队部废弃厂房的基础上，建成了占地

3200平方米，集综合用房、大舞台、水冲

公厕、灯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

台、停车位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广场。

本报讯 今年以来，淅川邮政支公司

围绕快递进村下乡，把惠农工作、乡村振

兴工作紧密结合，积极布设淅川邮政快递

超市，为助力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该公司通过快递超市平台的建立，推

动综合物流体系建设，联动“邮政+快递+

电商”融合共建，提高行政村末端网点生

存能力，打通快件进村渠道，降低农村快

件派送成本，加快形成县、乡、村三级快递

网络体系，真正把外面的包裹“送进来”，

把地方的蜂蜜、桑叶、桑椹、红薯、粉条等

农产品“运出去”，助推“一村一品”产业健

康发展。 （陈国文全国锋）

本报讯（记者张豪）今年以来，上蔡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以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围绕仲裁队伍建设、提

升服务水平等工作，引导仲裁队伍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推动

劳动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该

院共受理仲裁案件48件，涉及劳动者50

余人，结案41件，结案率达85%，其中调

解结案21件；接受法律咨询及案外调解

116人次。

为便利劳动者申请仲裁，该院优化

窗口服务，实现立案材料一次性告知，对

于劳动者不会书写仲裁申请书的，仲裁

员耐心讲解；切实推进“法治惠民”服务，

为困难当事人提供便利，让群众办事少

跑腿。下一步，该院将不断强化服务意

识，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劳动仲裁工作，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5月28日，安阳商都农

商银行组织开展职工技能

比赛活动。比赛设有手工

计息、汉字录入、传票录入、

单指单张手工识假点钞、多

指多张点钞等项目，来自全

行一线的70余名业务骨

干、技术能手参加了比赛。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

讯员陶涛摄

博爱县鸿昌街道

“党员巡访”为民办实事

淮滨县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淅川邮政支公司

密织农村快递网 种植经济果木 建设蔬菜大棚
平顶山高新区遵化店镇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上蔡县 提升服务水平 优化仲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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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齐广修杨哲洋

70年前，河南柘城人侯广新18岁，是

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河北保定人刘

振国17岁，是一名初中生。他们通过书

信结缘，70年来结下了深情厚谊，不是亲

兄弟，胜似亲兄弟。

“今年‘五一’假期，振国弟专程从石

家庄来柘城县看望我，这是我们时隔28

年后再相见。”5月30日，在侯广新老人家

中，回忆起两人的交往与友谊，老人仍记

忆犹新，“我1952年8月入朝，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24军74师榴弹炮团通讯员，

刘振国是河北保定二中初中十八班的学

生。当时，祖国寄往朝鲜前线的慰问信如

雪片般传递，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

过信件认识的。从那之后，我们俩书信不

断，相互激励。我曾用缴获来的美军降落

伞缝制成小手帕寄给他，他也用竹管将一

支钢笔寄过来，鼓励我在战斗之余学习文

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侯广新和战友

们回到祖国，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祖国的国

防工程建设上，他先后辗转于成都、西宁、

哈密、酒泉、西安等地，一直到52岁因严

重高血压，不适应高空作业提前退休。刘

振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师范大学图

书馆工作。尽管天各一方，但是共同的信

仰和纯洁的友谊让他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侯广新在原兰州军区空军后勤营建

大队工作时，爱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刘

振国得知后，就每月从工资中挤出一部分

钱，夹在信件中寄给侯广新。

1969年6月，侯广新作为兰州军区空

军部队第四次党代会的代表到人民大会

堂参加活动，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很快，侯广新把这特大喜讯写

信告诉了刘振国。

“我文化程度低，写信时经常出现错字

和白字，每次都是他在信里耐心指正，他更

像我学习时的老师。他还鼓励我要坚持学

习文化，这样才有机会为国家建设多作贡

献。”侯广新介绍说，“几十年来，我们的信件

都完好地保存着，我还将信件装订成卷。”

1993年，侯广新专程前往石家庄看

望刘振国，这样，两人用书信交往了40多

年后，才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

今年两人第二次见面时，刘振国给侯

广新带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单行本，两位党龄有113年的老

人一同回忆起那些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

十分激动。

此次河南之行，刘振国还给侯广新带

来了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位两岁

小男孩身穿小花袄，双手捧着大苹果站

着，周围鲜花相伴。原来，这是侯广新长

子侯天臣的彩色照片。当年，侯广新有了

儿子非常激动，将照片寄给刘振国，并在

信上说：“我有了儿子，也是你的儿子。”今

年已经65岁的侯天臣根本不知道这件

事，他见到儿时的照片喜出望外，立即翻

拍，通过微信发给他的儿女孙辈。

“振国弟回石家庄时，我们俩约定，10

年后再相见，共同见证伟大祖国的美好未

来。”说话间，侯广新老人对两人10年后

的再次相见充满了憧憬。

本报讯 5月31日，尉氏县小陈乡

小陈村的杜新见、靳奎山早早地来到乡

人大代表联络站，非常满意地说：“上次

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了，人大代表

是真心听民意，真情办实事啊！”

原来，5月12日是小陈乡人大代表

接待选民日，杜新见、靳奎山到乡人大

代表联络站向人大代表张峰、孙相迁反

映“小陈乡三支渠小陈村段河沟内有生

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影响村民正常生

活”一事，希望乡政府对河道内的垃圾

和污水进行治理。张峰梳理了此次反

映的事项以后，移交给乡农业中心和小

陈村委会，要求他们尽快清理河道垃

圾。目前，河道内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已

全面整治结束，河道两岸的环境清新优

美，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

（高林芳许李亚涛）

□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

格总体涨跌互异。

猪肉价格持续回落，上周全省猪肉

零售均价为39.14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2%；牛肉零售均价为76.57元/公斤，

较前一周下降0.91%；羊肉零售均价为

77.79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89%。

随着生猪生产加快恢复，全省猪肉市场

供应整体较为宽松，价格持续回落。夏

季居民饮食趋于清淡，猪肉需求不旺，

商家为提高销量，多打折促销，预计近

期猪肉价格仍将偏弱运行。

鸡蛋价格窄幅波动，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8.8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68%；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92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1.59%。端午节临近

对鸡蛋消费或将起到一定支撑作用，但

高温天气下鸡蛋不易储存，预计节后鸡

蛋价格将呈震荡下行的态势。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为5.02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1.01%；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33

元/升，较前一周上涨1.68%。目前全省

粮油市场供应充足，需求稳定，预计后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蔬菜价格降幅缩小，上周全省蔬菜

零售均价为5.0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79%。茄子、南瓜、大葱、苦瓜、辣

椒、冬瓜价格有所下降；莴笋、菠菜、生

菜、蒜头、莲藕、山药价格上涨。本地应

季蔬菜生长周期缩短，种植及运输成本

减少，价格随之下降，预计近期蔬菜价

格仍处于下行区间。

水果价格大幅下降，上周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10.75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10.64%。樱桃、荔枝等应季水果集中

上市，价格回落明显。当前是水果生产

的旺季，种类多产量大，预计近期水果

价格将继续回落。

5月29日，温县一中高三学生在操场上做减压游戏。高考临近，温县一中组织高三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帮助学生

释放身心压力，以轻松、自信的心态迎接高考。 徐宏星摄

5月31日，郑州公交

集团第二运营公司三车

队开展“用我手中糖 换

您嘴里烟”公益控烟宣传

活动，呼吁市民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更好地拥抱

健康。

本报记者李躬亿摄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夏季居民饮食趋于清淡
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偏弱运行

尉氏县小陈乡

人大代表听民意解民忧

跨越70年的珍贵友谊河南侯广新
河北刘振国

6月1日，汤阴县韩庄

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在为群

众接种新冠疫苗。自4月

份开展疫苗接种以来，该

镇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达

18000剂/次。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

讯员杨健张百瑞摄

罗山县

基层农技人员“充电”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