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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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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RⅡ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峰）新年伊始，

汝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发来消息称，截至去年年

底，汝州市域内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朝川矿已全

部实现采煤、掘进机械化和煤巷锚喷支护，张村、

庇山两矿实现采煤机械化和煤巷锚喷支护，基本

实现掘进机械化。

消息说，汝州市积极推广应用煤巷锚网支

护、注浆锚索、组合锚索超前联合加强支护等技

术，协助辖区煤矿引进多功能巷道修复机、矿用

侧卸装岩机等机械装备。目前，郑煤集团复盛

矿、瑞平孙店矿、中祥永泰矿、兴岭煤业、瑞平贾

岭南矿、瑞平蜈绍窝矿已装备综合机械化采煤工

作面，神火圣达矿、神火丰达矿正在按照智能化

建设方案进行技术改造。作为全省首座新建智

能化煤矿——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夏店煤业联合

试运转圆满成功。

据介绍，自2020年开始进行煤矿企业机械

化、智能化建设以来，汝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不断

结合矿区实际，谋划辖区煤矿换代升级，全力推进

煤矿机械化、智能化建设。

2021年是汝州市煤矿企业机械化、智能化建

设的关键年，也是建设任务量最大的一年。为深

入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该局制订了《2021年汝州

市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实施一矿一策，明

确项目完成的时间节点，扎实稳步推进，在煤矿机

械化、智能化建设工作中，已完成七大关键项目，

综合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入井作业人员大幅减

少，经济效益显著。

据悉，汝州市域内煤矿企业主通风、压风、

主运输系统已实现远程监控或无人值守，建成

了监控及自动化集控平台和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调试中的煤矿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投入使用

后，将实现汝州市煤矿安全管理信息、生产调度

信息，与汝州市安全监管信息实时传递和全国

四级联网。

2021年年底，煤矿智能化建设完成后，在地面

就可进行井下操控，井下主要地点将实现无人、少

人作业。届时，汝州市煤矿安全基础将更加巩固，

煤炭生产将更加安全、高效。

孝，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是所有德行的根本。父母不仅给

予了我们生命，而且哺育我们成长，教育我们做人，这种恩情应该永远铭记在心。

本报在这里选发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照顾瘫痪父亲6年的女儿陈蕊，另一个

是为悉心照顾养父母辞去工作的于爱莹。两人的孝心善举，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于俊鸽

1月4日13时许，于爱莹送孩子到校上课后，

就骑着电动车冒雪从米庙街赶往紫云路街道郭林

山庄村，看望因患脑梗留下后遗症卧床的父亲于心

献。在这之前的2021年9月，为了让因病留下后遗

症半身不遂的母亲马珍有个好的生活休养环境，于

爱莹把她送到了城区的一家养老院。

于爱莹今年30岁，与父亲于心献、母亲马珍

二人并无血缘关系。

冒雪前来看望于心献、于爱莹的郭林山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东称赞说：“虽说于

爱莹是被收养的，但在照顾老人这方面她可是非

常实在。不是亲闺女，胜似亲闺女！”

于心献今年77岁，马珍67岁。1992年，于

心献、马珍夫妇俩收养了于爱莹。2014年，于爱

莹结婚后到米庙街一家药店工作，和丈夫带着一

双儿女经常回郭林山庄村看望老人，过着平淡温

馨的生活。

2020年7月，于心献突发脑梗住院，于爱莹

整天守护在父亲病床前，伺候得十分周到，医护

人员和病区里的患者、家属知晓于爱莹是于心献

收养的闺女后，纷纷称赞于爱莹“比亲闺女伺候

得还好！”

治疗半个月后，于心献病情稳定出院回家

了，但由于脑梗后遗症，仍卧床不起，需要专人照

顾。但在于心献此次患病之前，老伴马珍就因病

留下后遗症半身不遂了。

看着有养育之恩的父母处境艰难，于爱莹毅

然辞去了药店的工作，专职照顾两位老人。两个

月后，为了让还有行走能力的母亲有一个好的生

活休养环境，于爱莹把马珍送进了城区的一家养

老院。

不论晴天阴天，还是刮风下雨，于爱莹都会

骑着电动车，往返于米庙街和郭林山庄之间，有

时甚至就住在了郭林山庄陪父亲。与同龄人每

天轻松欢快的生活相比，于爱莹每天的生活显得

枯燥乏味，但她坚持了下来。

父亲每天躺在床上，情绪时好时坏，于爱莹

就陪父亲说话，免得他胡思乱想。父亲在床上躺

的时间长了，于爱莹还要把父亲从床上挪到椅子

上。父亲体重160多斤，每次挪的时候，于爱莹

都要先把椅子放在床边，然后把父亲扶起来，将

父亲的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再抱着父亲一点儿

一点儿从床上往椅子上挪。这活儿看似简单，但

对于体格瘦弱的于爱莹来说是重体力劳动。

于爱莹还学会了给父亲理发、刮胡子，她希

望久病的父亲在照镜子时能看到更精神一点的

自己。

母亲在养老院，于爱莹也十分牵挂，每隔一

段时间，都要打电话问母亲想吃什么零食，然后

买好了送去，一起送去的还有母亲的药、换季衣

服，叮嘱母亲放心，在养老院安心生活。

对于妻子辞掉工作，全身心照顾父母的决

定，于爱莹的丈夫魏志明表示很理解：“孝敬老人

是做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再说俺媳妇对公公

婆婆也很尊敬孝顺。”

“养育之恩大于天！是养父母把我养大，没

有他们就没有我，照顾他们再苦再累，我都会坚

持下去。”于爱莹说。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郭林山庄村“两委”十分

关心丁心献、马珍二位老人的生活，为他们办理

了低保，在2021年7月20日因连续强降雨遭到

毁损的老屋旁为他们建起了新屋。

“爹，煤火里的煤球刚换过，一会儿火都上来

了，火上的盖子别揭开，容易有烟气。手机就放在

你旁边，有啥事给我打电话。我去上班了。”2021

年12月27日7时20分，陈蕊再三叮嘱坐在轮椅

上的父亲后，骑上电动车出门去邻村的厂里上班。

陈蕊，47岁，汝州市温泉镇丁庄村人，母亲十

多年前去世，2015年5月父亲又因突发脑溢血失

去了行动能力。从那以后，陈蕊便不再出去工

作，一直守在父亲身边，这两年，父亲的身体好了

许多，她才找了一份工作。

“俺爹还有两个亲兄弟，一辈子没有成家，一

直跟着俺一家生活。”陈蕊说，1995年她结婚时，

为了照顾爹妈等4位老人，丈夫孙惯杰把户口迁

到了丁庄村。

婚后，陈蕊和丈夫先后有了3个孩子，加上4位

老人，这个9口之家日子过得虽紧巴，但其乐融融。

陈蕊的母亲去世后，2015年陈蕊的父亲又

突发脑溢血被送往汝州市住院治疗。“虽然命保

住了，但也落下了全身瘫痪的后遗症。”陈蕊说，

父亲出院回到家后，一日三餐需要喂到嘴里，大

小便要专人伺候，为了照顾77岁的父亲，她辞掉

了工作回到父亲身边。

考虑到父亲上了岁数，陈蕊给父亲做的饭都

是软一点儿的，早晚餐一般是稀饭、鸡蛋煎饼，再

炒一点儿嫩菜。父亲喜欢看电视、听戏，陈蕊在

电视机上设定好戏曲频道，又买来点唱机，下载

很多戏曲播放。老人的房间里，夏有空调，冬有

火炉，冬暖夏凉。

在陈蕊的精心照顾下，父亲的病情明显好

转，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俺二叔去镇敬老院已经几年了，三叔是去

年过了春节才去敬老院的。”陈蕊说，这些年，她

的丈夫孙惯杰一直在外务工，很辛苦。为了减轻

丈夫的负担，她就和病情好转的父亲商量，在邻

村的一家石材厂找了一份工作。

这个厂是做影视墙的，主要是打磨石板和装

卸石板。“我干的是男劳力的活，一块石板将近

200斤，两个人抬着装卸，我需要用满力才能抬

动。一天能挣8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陈蕊说，

厂长知道她家有老人需要照顾，对她很照顾。

陈蕊的言行也影响着她的3个孩子。丁庄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水彬说，陈蕊已经

成家的大女儿隔三岔五就要回来看望3位爷爷，

读高中和初中的两个儿子，一回到家就会自觉

去照顾爷爷，还会把两位在敬老院的爷爷接回

来团聚。

百 善 孝 为 先百 善 孝 为 先
□本报记者张鸿飞文/图

“陵云山邦振风电场并网投产后，每年能为汝

州市带来5500万度清洁电力、500多万元利税收

入，促进汝州经济发展。”邦振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董事长樊浩杰说，“我是汝州人，很高兴能为家

乡经济建设增添一份力量。”

2021年12月28日，G207沿线汝州市陵头镇

段子铺村、朱沟村旁陵云山上，邦振科技汝州陵云

山邦振25MW分散式风电项目并网投产仪式在

此举行。闻讯赶来现场的几名村民开心地说：“以

后俺这儿又多了一处网红打卡地。”

该项目是汝州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2020年

第一批重大项目，总投资约2.46亿元。投资方：邦

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建设方：汝州陵云山风电

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方：三峡集团三峡融资租赁公

司，EPC总包方：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

汝州陵云山风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晓鹏

说，陵云山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25MW，新建一座

35kV开关站。项目采用5台远景4.5MW-171

机组、1台2.5MW机组，其中4.5MW-171机组是

中东南地区陆上山地风场单机容量最大的机组，

节约了大量土地资源。

该项目2021年5月22日破土动工，8月21日

开始浇筑第一个风机基础，10月29日开始吊装第

一台风机，12月18日吊装完成最后一台风机，12

月26日第一台机组并网试运行，到12月28日机

组正式并网投产，前后不过6个月。

胡晓鹏说，在汝州市委、市政府，汝州市发改

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和地矿部门、陵

头镇政府、国家电网大力支持及各参建单位的共

同努力下，陵云山风电项目在行业内建设周期短、

工程质量高处于领先水平。

据介绍，分散式风电项目是指位于用电负荷

中心附近，不以大规模远距离输送电力为目的，将

其产生的电力就近接入电网，并在当地消纳的风

电项目。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分散式接入风电项

目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提出，加快推动分散式风

电开发、优化风电建设布局、大力推动风电就地就

近利用，是“十三五”时期风电开发的重要任务。

随着风能勘察工作的不断深入和低风速技术的持

续进步，加快推动接入低电压配电网、就地消纳的

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对于优化利用中东部和南

方地区的分散风能资源、因地制宜提高风能利用

效率、推动风电与其他分布式能源融合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陈彦格）1月3日，记者从汝州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元旦前夕，该局组织举办的2021年高素质

农民果树种植培训班结训。

此次培训为期 9天，特邀河南农业大学吴国良、史江

莉、白团辉等多位教授，从桃、葡萄、梨等果树的种植技术、

整形修剪技术、花果精细管理、土肥水管理、冬季防冻管

护、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常见问题进行专题授课。培训中，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河南科技大学实践教学岗位副教授

叶晓方，带领学员到寄料镇董王沟村进行果树修剪实

训。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尚何何）“走，

进管道里面看看，那一摊不明物到底是什么情

况。”2021年12月27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

汝州分局副主任科员胡宁带队检查企业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等工作时，在汝南一家企业发现一

处疑点。

据介绍，当时，胡宁等人发现雨水管道内底

部有一摊亮晶晶的东西，便立即打开手机照明

灯，弯腰俯身进入管道内实地查看。冬日的上

午，管道内异常寒冷，当她小心翼翼走近时，才

发现不明物是一摊积水，遂仔细查看了颜色辨

别了气味，确认无特殊情况时，才放心转身走出

管道。

陈蕊：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本报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通讯员梁亚波文/图

于爱莹：养育之恩大于天

给父亲擦脸

与父亲拉家常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李为体郭志军）日前，汝州市燃气

办联合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集中行动，专项

整治瓶装液化气市场存在的非法经营、储存、倒装和非法生产液化

石油气钢瓶、生产企业非法向个人销售液化气钢瓶等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8起，查处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13人次。

开展瓶装液化气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鹏亮）“通过这几天的培

训，我基本掌握了艾灸技术，以后不仅可以给自家人艾灸，外出

务工也能用得上。”元旦前夕，戴湾村人乔玉红参加了蟒川镇水

库移民实用技能培训班后高兴地说。

戴湾村有龙兴寺水库、陆浑水库移民63人。多年来，汝州

市移民管理局非常关心移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先后投入资金

100多万元建设美化戴湾村，同时把移民培训作为增强移民自

身造血功能、提高就业能力的重要抓手，不断组织相关实用技

能培训，稳定扩大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院学说，在4天的培训中，

60多名村民学习了中医养生、艾灸拔罐等专业知识，对于他们

以后自主创业或外出就业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蟒川镇组织开展移民技能培训

举办高素质农民果树种植培训班

进管道 查疑点

汝州市煤矿智能化建设成效初显

汝州陵云山邦振风电场并网投产

胡宁进入雨水管道内查看 王阳摄 现场检查 王阳摄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