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闻

昆山勇救落水母女

濮阳小伙儿董青宙刷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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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张迪

这两天，一条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视频中，一名热
心人抱着赤裸上身的婴儿，其他人正用力拍打着她的后
背。镜头一转，一名浑身湿透的红衣女子怀抱婴儿瘫坐在
草坪上。当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确认落水母女安全后，人
群才慢慢散开。画面的一角，一袭黑衣的施救者董青宙一
闪而过。
今年 29 岁的董青宙，是濮阳县五星乡五星集村人。
目前，董青宙跟妻子、孩子在江苏昆山生活，是一名外卖小
哥。
11 月 23 日，记者联系到董青宙，听他讲述了当天发生
的故事。
11 月 16 日中午，送完离家较近的一单外卖后，董青宙
骑车回家吃午饭。13 时许，董青宙从家出发，准备去昆山
市较繁华的地方继续接单。当他骑车沿昆山市浣花塘路
由东往西行驶，经过钱塘江路时，突然听到北面有人喊：
“快来人啊！有人落水了！”董青宙立刻朝声音传来的方向
骑去。离近后，董青宙循声望去，看到一名红衣女子正在
河中不停地挣扎。他赶忙停下电动车，奔向离落水者较近
的岸边。距离近了，董青宙也看得更清楚了——落水的除
了红衣女子外，还有她怀中抱着的婴儿。
水性并不太好的董青宙赶忙脱下羽绒服，扔下手机，
纵身跳入近 5 米宽的河中。虽然在阳光的照射下，空气中
带着暖意，但是河水依然冰冷刺骨。董青宙奋力地游向落
水者。
当董青宙靠近落水女子时，抱着婴儿的女子在求生本
能下，拼命地抓扶董青宙。女子的不配合，让董青宙损耗
了不少体力，他不得不向岸边靠近，稳定情绪后再次游了
过去。回游中，董青宙看到落水女子已经放弃了挣扎，努
力保护孩子的手也松开了，婴儿脸朝下漂浮在河面上。顾
不上多想，董青宙加快了划水，救起婴儿并顶过头顶，送到
岸边一名大姐手中。紧接着，董青宙再次跳入河中，游向
落水女子，并拖着她奋力往岸边游。在众人的帮助下，落
水女子也被成功救上了岸。
整个施救过程仅有 5 分钟左右，董青宙在水中折返了
三次。冷风中，董青宙冻得直打哆嗦。看到落水女子逐渐
恢复意识，董青宙在围观群众的鼓励和赞许下，默默地收
拾自己的东西。
“很多人都劝我抓紧回家换身干衣服，别冻坏了。”董
青宙说，虽然成功救起这对母女，但他还是不放心，一直
等到医护人员赶到，目送母女上了救护车，他才骑车离
开。
回到家里，妻子郭宁宁得知董青宙的救人事迹后觉得丈夫很棒。就连孩子知
道后，也觉得爸爸成了动画片中了不起的英雄。
直到向记者说起救人的事，董青宙仍然觉得只是一件小事：
“ 我也是一名父
亲，换成别人也会去施救，只是我刚好遇到了而已。”

十年的陪伴
正阳县蛟龙救援队连续十年为抗战老兵过生日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唱生日祝 福 歌 ，吃 生 日 蛋 糕 ，在 喜 庆
的 氛 围 中 ，大 家 围 坐 在 一 位 老 人 身
边，温馨又感人。11 月 15 日，是抗战
老 兵 翟 青 龙 96 岁 的 生日，当天，正阳
县蛟龙救援队队员们给老人过了个隆
重的生日。
今年 96 岁的翟青龙是正阳县汝南
埠镇阮洼村村民，他 13 岁参军，先后参
加过台儿庄战役、解放大西南等多场战
斗，至今身体里仍然残留着弹片。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放弃安排工作的
机会，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老人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向青年
人讲述战争故事，现在虽年事已高，腿
脚不灵便了，听力也下降了，但只要说

起抗日战争的事，老人马上精神起来。
一有时间，老人就抚摸起自己的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章，脸上露出喜悦和自豪。
“俺爸平常就爱看《血战台儿庄》
《地道战》
《地雷战》一类的战争题材电
影。”翟青龙的儿子翟文举说。
2011 年 10 月，正阳县蛟龙救援队
在一次下乡送温暖活动中得知老人的
情况，被老人的传奇经历所感动，队长
徐凯和大家商定，以后每年老人生日这
天，大家一起来为老人过生日。从那时
起，救援队队员们就成了翟青龙家中的
常客，10 年来从未间断。
翟文举说：
“每到生日这天，俺爸就
会早早地起来，穿上干净的衣服，戴上
荣誉勋章，等着救援队队员们到来。”10
年来，救援队的队员在不断更换，但给
老人过生日的传统一直延续着。

禹州“五老”
宣讲团“红课”
送基层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杜彩
虹）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 ，五 岭 逶 迤 腾 细 浪 ，乌 蒙 磅 礴 走 泥
丸 ……”近 日 ，在 禹 州 市 夏 都 街 道 广
场社区，禹州市老干部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团成员王福和正结合红军长征
的历史故事，抑扬顿挫地朗诵《七律·
长征》。
为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禹州
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离退休老干部成立
了党史学习教育“五老”宣讲团和理论
宣讲志愿服务队，老干部们踊跃报名，

积极参加党史宣讲进农村、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活动。
在夏都街道广场社区和褚河镇陈
楼村，王福和以“回首百年征程，感悟红
色初心”为主题，通过朗诵毛泽东诗词、
讲述英雄事迹，带领大家回望中国共产
党的艰辛历程和一百年来取得的辉煌
成就。
“这次宣讲，使我受到一次革命传
统教育的洗礼，让我更加坚定了永远跟
党走的信念！”夏都街道广场社区党员
刘柏岳说。

扶沟 绿色通道保蔬菜“进城”
本 报 讯 （记 者 巴 富 强 通 讯 员 王
杰）近日，来自扶沟县吕潭乡杨村岗村
22 辆满载西蓝花的货车，顺利通过高速
卡点运往全国。
杨村岗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愿说：
“这 22 辆车，有几百万斤菜，给菜农解
了燃眉之急，我代表杨村岗全体村民给
县委、县政府点赞。”
据了解，在扶沟县盐洛高速口疫情
防控卡点，车辆除提供通行证外，车辆
及驾驶员信息都必须实行报备登记，驾
驶员要提供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

并出示健康通行码。
“吕潭乡大面积种植西蓝花，现在
正是成熟采摘季节，因疫情封控销售不
出去。县里召开了全县蔬菜调度紧急
会议，办理了绿色通行证，今天是第一
批，菜农非常感谢县委、县政府。”吕潭
乡副乡长陈柄旭说。
与此同时，扶沟县蔬菜技术服务
中心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菜农搞好
全程服务，精准对接供需信息，铺设产
销“快速路”，积极解决全县蔬菜销售
难题。

11 月 23 日，
平顶山白龟湿地自然保护区，
红嘴鸥在湖面上自由嬉戏觅食。近年来，
该市大力治理白龟湖生态环境，
打造白龟
湖生态绿廊，
引来大批候鸟飞到这里栖息越冬。
王双正 张立峰 摄

黄姜榨成姜汁

邵店镇的土特产不愁卖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耀强 李耀稳）11
月 23 日，看着一箱箱正在装车外运的姜汁产品，上
蔡县邵店镇姜香臣姜汁厂的负责人李根臣开心地笑
了。
尽管初冬的冷风带着阵阵寒意，李根臣的姜汁厂
里却是暖意融融。厂房里堆满了金黄色的小黄姜，6 条
生产线一同生产，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工作人员层层检
验、精心封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
邵店镇是有名的“黄姜之乡”，全镇小黄姜种植面积上
万亩，但缺乏小黄姜深加工产业。在该镇党委、镇政府的积
极推动下，李根臣通过对市场进行考察分析，决定在该镇投
资建厂，擦亮邵店镇的“黄姜之乡”名片。
2020 年 6 月，姜香臣姜汁厂建成投产，总投资 1600 多
万元，主要生产浓缩姜汁调味产品。
“制作姜汁的原料是
产自邵店镇的精品小黄姜，姜味浓，姜辣素、姜黄素含量
高，营养和药用价值较高。”李根臣说，
“我对做好小黄
姜加工产业很有信心。”
“以前我们的姜都卖给过往的商贩，现在有姜
汁厂订单收购，不仅不愁卖，而且每斤姜能多卖四
五毛钱，一亩地能多卖好几百元。”刚刚卖完小黄
姜的姜农吴卫平说。

好哥俩
爆 出新商机

业路
走好产 小康
阔步奔

11 月 24 日，
在方城县券桥镇十二里河村，
南阳市本草艾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在用椰子壳生
产艾灸灸具。该公司现有工人80余人，
其中脱
贫户15人，
开发出艾灸灸具30 余种，
产品远销
30多个国家。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孙宇 摄

晏坤、王磊涛，90 后大学
生，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
两人曾分别在上海、郑州等地
工作，先后于 2017 年、2018 年
回到家乡，今年春节开始联手
创业，
网销爆米花。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文/图
11 月 11 日，正是网上商品销量冲高的“神奇日子”，在
鲁山县电商产业园，90 后大学生创业者王磊涛和晏坤也亲
自上阵，和工人们一起忙着分装爆米花。
“我和晏坤是高中同学，关系很铁，大学毕业后都先后
有了自己的事业，今年三月份才开始合伙网上销售爆米
花，生意还不错，8 个月来销售额已突破 40 万元。”30 岁的
王磊涛说。
王磊涛是鲁山县仓头乡堂上村人，2014 年毕业于郑
州职业技术学院，曾在郑州一家汽车 4S 店做过销售，但他
心中总有一个自主创业梦。2018 年夏，他回到鲁山开始
在淘宝上卖日用百货。
今年 29 岁的晏坤是鲁山县张店乡宗庄人，大学毕业后
曾在上海工作过几年，
4年前也回到鲁山县自主创业。
“今年
春节期间我俩聚会时，决心联手一起创业，想到小时候喜欢
吃爆米花、花米团等零食，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考察，就决
定卖这些
‘怀旧’
小零食。
”
晏坤说。
今年春节过后，
俩人先是在县城租了间门面，
通过电商
渠道专卖爆米花。7月份，
听说鲁山县电商产业园对入驻的
商户免水电费和免费提供电脑机位，就把公司搬到了电商
产业园。
目前，俩人的网店一天能销售近 200 单（每单 2 斤）爆
米花，最多时一天销售出 400 单。
“我们目前主要销售玉米
花、大米花、小麦花等，销售最好的是玉米花和大米花，回
头客很多。”晏坤说。
虽是 90 后，但俩年轻人很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一
次，大车把货拉来时已是夜里 12 点左右，找搬运工已不可
能，俩人就自己当起了搬运工，一直干到凌晨 3 点才把一
大车货卸完入库。
“我俩还在创业初期，年轻人多吃点苦没
啥，能干的活尽量自己干，也算是节约成本吧。”王磊涛说。
俩人的公司目前有 6 名员工，月工资在 2500 元左右。
“我们新上了一台自动包装机，这样能够扩大出货量。我
们下一步也要搞直播带货，再销售一些鲁山本地的特产香
菇和黑木耳等，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王磊涛说。

绿豆做成粉皮

大流乡的老手艺能挣钱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程祎允 李亚平
董昊）近日，清丰县委书记曹拥军到大流乡调研产
业发展，现场查看粉皮加工流程和生产销售情况，并
嘱咐随行的大流乡党委书记王献法：
“一定要把传统
产业做大做强，让传统优势产业成为脱贫后农民持续
增收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大流乡坚持党建引领促发展，着力在建强组
织体系、发展壮大产业、扮靓村庄颜值上下功夫，选优配强
31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并积极推行“支部+农户+合作社”
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王庄绿豆粉皮加工、高村牧原优质高效
养猪、王里固中信鸽业等产业，
拉长了农民增收产业链。
粉皮加工是王庄村传下来的“老手艺”，该乡因势利导
发展粉皮加工产业，如今，
“王庄粉皮”销路辐射周边多个
市县，订单经常供不应求。王庄村让“一张粉皮”搭上互
联网快车，畅通“店商+电商”两条销售渠道，以本地自
种绿豆、土豆、红薯三种作物为原料，实现四季性周年
化生产。同时，该村锚定“无污染”目标，把废弃粉浆
作为猪饲料，二次发酵后化为果树有机肥，通过搭
建产业循环链实现产业增值。此外，该村粉皮加
工厂充分吸收留守老人有活干、有钱赚，依靠特
色产业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孙银钟
修 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文/图

案
青春档

孙银钟，1990 年出生，他
苦学汽车修理技术，开办了
一家汽修店，以优质服务赢
得客户。

11 月 18 日，在鲁山县张良镇周楼村紧邻国道的一处汽
修店门口，1990 年出生的孙银钟正在对一辆黑色轿车进行
维修保养。
“干汽修这活确实又脏又累，但只要你不怕吃苦受累，
肯定能赚钱养家。”孙银钟一边干活一边聊起自己的经历。
2007 年孙银钟初中毕业后，先到湖北宜昌给一位在那
里做干货生意的同村老乡帮忙做小工，干了一年多后，又到
昆明一家食品店干了一年。
“自己没啥文化，坐不了办公室，就觉得要学门技术才
是今后的吃饭门路。2009 年年初，听一位朋友说鲁山县城
一个汽修厂需要人手，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汽车保有量
越来越多，干汽车修理前途肯定不错，于是就回到鲁山开始
学习修车技术。”孙银钟说。
在鲁山县这家汽修厂干了两年后，孙银钟又到平顶山
一家汽修厂继续学习了一年。
“2012 年到苏州一家汽修厂
打工时，我已经是‘中工’待遇了，当时一个月工资能拿到手
2500 元，比鲁山县‘师傅’的工资都高，就觉得修车这条路
算是走对了。”孙银钟说。
考虑到父母需要照顾、孩子需要陪伴，孙银钟于 2016
年 5 月回到了老家张良镇，在国道边租下 4 间门面房，开始
了自己的汽修生意。
孙银钟主营发动机、底盘线路等方面维修，从开始的客
户少，到逐渐靠过硬的技术、优质的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的
客户。目前，孙银钟的汽修店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有时客户不停打电话催，或者是干脆站在车旁一直等
待，我只好加班加点把活干完，老婆把饭做好了也没法吃，
往往热饭就成了凉饭；干这活天天弄得一身油乎乎的，衣服
从没穿过干净的。不过想到干这行养活了一家老小，一年
下来还能存个六七万元，内心也就知足了。”孙银钟感慨道。
“现在不管是进口车还是国产车，质量都不错，只要按
时保养、定期查看轮胎气压和磨损程度、检查冷冻液、刹车
片等，就能保证安全驾驶。”采访结束时，孙银钟还不忘以专
业的角度给记者提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