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宋佳

辞旧迎新，再亮执行利剑。

元旦前夕，汝州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

长楚军荣和班子成员，兵分六路，带领执行局、

法警队70余名干警再次赶赴乡镇、街道，查找

失信被执行人。

楚军荣作战前动员讲话，要求全体参战人

员做到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规范执法。

此次集中执行行动持续近9个小时，查找失

信被执行人67人，拘传23人，拘留14人，当场履

行完毕案件3起，和解6起，查封汽车1辆，涉案标

的金额357万余元，执行到位金额75.32万余元。

短镜头1 拒不履行被带走

被执行人马某向申请执行人汝州市某股份

有限公司贷款10万元，但一直未偿还。

申请执行人汝州市某股份有限公司向汝州

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干警向被执行

人马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责

令被执行人马某到庭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马

某拒不到庭履行。

此次行动中，执行干警在某村，将被执行人

马某带走采取强制措施。

短镜头2 未履行到位被拘传

张某申请执行马某、陈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进入执行程序以来，执行干警多次督促被执行人

马某、陈某履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在陆续对被

执行人提起查控，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至今仍有3万余元未履行

到位，但被执行人马某、陈某一直不知影踪。

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执行干警在

行动中，将躲避多时的被执行人马某成功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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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峰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

千百年来人们感慨世态炎凉、人情淡如纸的感

叹，尤其是那些才高八斗、愤世嫉俗而又穷困潦

倒的“士子”故事，总是让人一刹那间平添了许多

凄凉。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流传了数

千年的“画风”却在不知不觉间被颠覆了。

一拨又一拨党员干部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走进穷困村庄，以“五天四夜”要求驻村

与村民攀“亲戚”，抓党建、建产业、惠民生、兴文

化，一个个穷村变了模样：雨污水管网入地了，

“户户通”修好了，路灯和自来水装上了，卫生室

和文化舞台投入使用了，产业兴旺了，乡亲们腰

包也鼓起来了。

昔日的贫困村脱贫摘帽，“集体经济空壳村”

蝶变成了文明富美村。

这就是全世界瞩目的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在

脱贫致富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一户都没有落

下。

庙湾村是幸运的，在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被

纳入河南省首批20个“集体经济空壳村”试点帮

扶村，并有幸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结亲”，搭上

了发展快车。

庙湾村在当地45里白沙沟也是出了名的，

曾经党组织涣散软弱，多年缠斗内耗信访多，村

集体没有收入，村干部常常需要自掏腰包干村里

的事，村部广场是老村委会主任以2分利息个人

贷款流转的老河滩荒地。

一年多过去了，如今庙湾村乡亲们的脸上开

始挂满了笑容，村容村貌换新颜，村里也热闹起

来了——

去年12月3日，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汪继

章带队到村里调研慰问；去年12月7日，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董林，集

团党委委员、副社长高金光带队，给村里送来

了15万元现金、200件羽绒服；去年12月 18

日，集团机关党委牵头组织，6个职能部门负

责人进村慰问，为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省文

投公司给孩子们送来了200件文创帽子、保温

杯；去年12月 24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编辑刘雅鸣带领两位副总编、4位

系列媒体一把手以及集团职能部门负责人，到

村里举行青年编辑记者新闻“四力”下基层实

训基地挂牌仪式，爬坡过河、走村串巷，为村里

发展建言献策。

其间，还有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平顶山分社、

河南日报政法新闻部、河南法制报、大河全媒体

集团等报业集团所属部门、单位，汝州市医保局、

市畜牧局、市乡村振兴局等地方政府部门，到村

里调研慰问，送物资、送温暖。还有国网汝州供

电公司无偿支持，帮助村里架设了育肥羊场项目

一期工程供电线路，共8根基杆，长约1300米，

其中15米电线杆2根、12米电线杆6根。

仅仅在去年12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庙湾

村就来了那么多“亲戚”，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

市”了。

回顾一年多的驻村工作，愈来愈感受到，只

要驻村干部“把心驻在村里”，村里的各项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各类资源就可以整合起来、形成

合力，进而改变这个村的落后与穷困。庙湾村

不是贫困村，享受不了扶贫政策，但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没有被落下，而且发展迅速——

一年多来，村里累计落地30多个党建文化、

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等产业项目，各类项目资金

实际落地1100多万元，尚有3个项目476万元

资金在推进实施中，大棚香菇和各类土特产销售

额累计180多万元，引进1个外部企业，发展

了大棚香菇和育肥羊两个经济项目，在村民

家门口带动就业100余人，村集体2021年度

实现可支配收入30多万元。

幼儿园、学校、太阳能路灯、卫生室、文化

广场、党建文化宣传栏、健身器材、

山泉自来水、百米深井、生产道路、

产业道路、河道桥梁、冷库、雨污水

管网、污水处理池、“户户通”硬化

等，还有新发展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和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进步青年等，每一样都实

现了“零”的突破。

其实，这些变化还都是面上的，更重要的是

“精气神”变化：村干部们废寝忘食干工作，各类

上访没有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广场舞每天按

时跳起来了，邻里之间“磨嘴皮子”的少了。

我在村里每天工作时间不低于 16 个小

时，虽然累，但也觉得值。尤其是在2020年春

节前后，乡亲们先后给我送来20多面（块）锦

旗和铜匾、落地穿衣镜。乡亲们朴实无华的情

感表达一下子让我跃入幸福的海洋，当场禁不

住热泪盈眶……

“亲戚们”关心温暖不断，这个山村不孤单，

尤其是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将永远不缺引路

人、同路人。我深信，庙湾村的明天会更好！

□本报记者张鸿飞文/图

新年有新喜。记者从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获悉，在去年12月落幕的2021年全国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装配式建筑职业

技能竞赛“装配式建筑施工员”赛项（学生组）全

国总决赛中，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学生陈向东

勇夺“构件制作与安装”赛项一等奖季军。

陈向东今年18岁，是汝州市夏店镇陈庄村

人，因父亲离世，母亲失踪，从小和姐姐陈向聪

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2021年1月22日，河南日报农村版RⅣ版

以《虽没爹娘爱，爷奶带的娃也自强》为题，讲述

了陈向东、陈向聪，不畏艰难困苦，矢志学习成

才的故事。

陈向东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因在这

项国家级二类竞赛中取得一等奖，他的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直接从初级晋升为中级了。

这不是陈向东第一次获得大奖。在2020

年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能应

用大赛决赛中，陈向东和两名队友一鼓作气，

夺得河南赛区中职装配式实操团体总冠军，荣

获建筑模拟实操个人一等奖。

据悉，2021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四届全国装配式建筑职业技能竞赛，由住建

部人事司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中国就业

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办，旨在贯彻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建立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

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有关精神，通

过举办竞赛，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进一步选

拔和培养建设行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促进

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受疫情影响，去年12月11日至12日，该

项赛事全国总决赛改为线上举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绪红教授莅临现场表

示祝贺，宣布“全国总决赛正式开始”。

扫描二维码，看《虽没爹娘
爱，爷奶带的娃也自强》

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一千零一夜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一千零一夜————第第 夜夜

深山小村有深山小村有““远亲远亲””
一 百 一 十 五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学法辨

是非，知法明荣辱。2021年12月22日，汝州市

公安局派驻陵头镇养田村第一书记张红阳受聘

担任养田村小学法治副校长。

在当日举行的“增强法治观念创建平安校园”

主题法治教育讲座上，张红阳、后户村驻村第一书

记刘文强、汝州市公安局驻朱沟村工作队队员赵

志鹏以“面对校园欺凌，我们说不”为主题，结合《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身边的

典型案例入手，阐述了“哪些是遵纪守法的行为，

哪些是违法行为”，介绍了青少年犯罪常见罪名及

违法行为的定性、预防，对校园欺凌可采取的合法

手段，如何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等，

教育学生要学法、知法、懂法、守法，不可“勿以善

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引导学生学会正确

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呼吁全体师生正确履行法

律职责，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养田村小学校长李艳红为张红阳颁发法治

副校长聘任证书。在讲座互动环节，给同学们

发放了文具、笔和笔记本、小礼品。

2021 年 12 月 30日，汝

州市公安局派驻陵头镇养田

村第一书记张红阳和亲朋好

友在养田村为球场画线。为

丰富、美化全村党员群众辞旧

迎新运动场所，张红阳自掏腰

包，买来油漆、胶布、刷子和手

套，请来亲朋好友，为村党群

服务中心院内的篮球场画线，

还增建了羽毛球场。本报记

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摄

养田村第一书记获聘村小学法治副校长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平党申）1月3

日，汝州市夏店镇消息，2021年7月20日连续

强降雨天气发生后，恶劣天气接踵而至，给人民

群众生活生产带来了极大困难，在加快灾后重

建工作中，夏店镇共投入扶贫项目资金210万

元，修复被毁道路、桥梁40余处，并投入专项应

急资金70余万元，解决了全镇26户群众住房

困难。

孔寨村地处汝州西北最高峰禹王山脚下，

所属的刘沟自然村有24户108口人，沿沟而

居，2009年建起的村南小桥是通往山外，去往

禹王山老母洞风景区的主要通道。

去年7月20日发生的连续强降雨及之后

的恶劣天气把这座小桥冲成了危桥。

为了尽快修好这座小桥，夏店镇包村干部

王亚宾、张继伟多次现场查看，上报刘沟桥险

情。中国移动平顶山市汝州分公司派驻孔寨村

第一书记王二科，带领工作队队员杨建设、张永

安在刘沟桥设置了禁行警示标志，并与村组干

部巡逻值班，严防发生事故。

去年12月，在上级支持下，孔寨村获得2.5

万元扶贫项目资金支持修复刘沟桥。王二科和

驻村工作队主动联系施工队，并与村干部一起

连续十余天冒着严寒在工地监督施工质量。刘

沟自然村村民在李秋芝的带动下，积极出义务

工，帮助疏通河道，运送建设材料。小桥修复竣

工后，大家到村头轮流值班看护，确保了这座小

桥顺利竣工通车。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

记者尚自昌）一元复始新年到，万象更新喜事

多。2022年1月1日，河南省御宋司汝瓷有限

责任公司第九个直营店——御宋司杨聚斌窑形

象店在汝州市向阳路开业迎宾。

汝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杨辉星，香港同美设计集团董事长陈当及夫人，

香港詹亚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王

志光，汝州市文广旅、科技、汝瓷电子商务产业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汝瓷行业、文化艺术等

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汝州素有“中国汝瓷之都”之称，是汝瓷文

化起源、传承、发展之所在。近年来，汝州市加

快“汝瓷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高度重视陶瓷传

统烧制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目前全市工商注册

陶瓷产业相关企业800余家，从业人员2000余

人，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7人，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128人。

物生于天，工成于人。杨聚斌是河南省

御宋司汝瓷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级技师、中

国艺术品陶瓷器鉴定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智库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几十年来，

杨聚斌全身心投入汝瓷事业，对汝瓷传统烧

制技艺和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和不懈探索，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汝瓷艺术风格。

杨辉星在讲话中，对御宋司杨聚斌窑形象

店的开业表示真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对杨

聚斌一家三代秉持工匠精神在汝瓷事业上取得

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对御宋司杨聚斌窑为汝

州打造“汝瓷历史文化名城”的具体行动给予高

度肯定，希望有更多的像杨聚斌这样的汝瓷行

业从业者，扬帆起航，不断做大做强。

汝州市法院新年再亮执行利剑

夏店镇投资210万元修路架桥

汝州农村小伙
勇夺全国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

瑞虎呈祥天青梦 瓷都新禧御宋司
河南省御宋司汝瓷有限责任公司第九个直营店开业迎宾

村民喜领新羽绒服本报记者张鸿飞摄

国网汝州供电公司员

工在庙湾村架设电线

本报记者张鸿飞摄

陈向东（右）、陈向聪和奶奶李平稳合影

图片新闻
PHOTO

互动问答韩恒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