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岁的松松是董明珠的“女儿”。
10年前，董明珠在绵阳市桑枣镇

的爱心植苗服务站，给儿童做震后心理
疏导和陪伴时认识了松松。松松从董
明珠这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我可以叫你妈妈吗?”“当然可以呀。”
就这样，单身的董明珠多了一个女儿。

受董明珠的影响，松松很爱帮助
别人。过去三年的暑假，松松都在凉
山当志愿者开展助学和支教服务，“我
长大了想成为妈妈那样的人。”

5月17日，董明珠去绵阳看望松松，
松松高兴极了。她依偎在董明珠身边，
说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对她最亲的人。
今年董明珠36岁了，松松开始关心妈
妈的终身大事。“前几年，有男生追我妈
妈，我还有点吃醋。现在希望妈妈能够
赶紧找到一个可以照顾她的人。”

“看到松松，我觉得所做的一切都
值了。”董明珠说。

松松：
我想成为妈妈那样的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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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表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名单（共50人）

仲国庆 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
查局副支队长

高学锋 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
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郑敬东 郑州市纪委监察局预
防腐败局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罗湘豫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铁路分局所长

孙志伟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慧勇 开封市公安局金耀派
出所所长

阿海涛 宜阳县公安局锦屏派
出所所长

王 珂 洛阳市民委（宗教局）
专职委员

王鹏程 中共洛阳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二室副主任

张海涛 中共郏县纪委书记
赵会超 平顶山市公安局政治

部离退休干部处处长
陈 军 安阳市扶贫开发办公

室基础项目建设科科长
郝建尤 安阳市环境保护局污

染防治科科长
王 曦 滑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机关党支部副书记、驻滑县小铺乡胡
营村第一书记

薄迎辉 鹤壁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

王远征 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
镇党委书记

苑 玲 中共新乡市卫滨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马卫民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法制监督协调科科长

吴玉岭 焦作市地方史志办公
室主任

喻国强 焦作市环境保护局大
气环境管理科科长

李相朝 濮阳市水利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杜宗欣 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
党委书记

李大幸 许昌市纪委监察局第
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乔晓光 许昌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民经济综合科科长

王 培 漯河市公安局特殊警
务支队第二特殊警务大队大队长

于会娜 漯河市郾城区司法局
宣传教育股股长

王忠良 中共三门峡市纪委第
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杜华卫 灵宝市五亩乡委员会
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雷清松 中共南阳市纪委第九
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郭 存 社旗县李店镇人民政
府党委副书记、镇长

毕冬云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

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张 静 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梁园分局梁园工商所所长
姜清芳 永城市公安局主任科

员、驻黄口乡曹楼村第一书记
杨文全 中共信阳市委宣传部

干部科科长、光山县孙铁铺镇党委副
书记、驻江湾村第一书记

林守强 信阳市平桥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韩 辉 信阳市公安局 110 专
业勤务队大队长

刘君宜 周口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社会文化科科长

常兰军 周口市环境保护局办
公室主任

王 震 周口市国资局统计评
价和业绩考核科副科长

张银良 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
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王国辉 汝南县人民法院民一
庭庭长

刘 艳 平舆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海涛 济源市公安局济水分
局副局长

康 艳 省委省直工委组织部部长
霍 飞 省公安厅反恐怖总队

综合支队支队长
朱明明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

所四大队大队长
刘大全 省国土资源厅规划处

处长
武景顺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

划处处长
武 宏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处处长
王 珂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办公室副主任

二、拟表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名单（共20个）

郑州市审计局
开封市行政服务中心
孟津县国土资源局
中共鲁山县委组织部
安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鹤壁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办公室
封丘县李庄镇人民政府
修武县公安局
濮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许昌市财政局
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局
卢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南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和技术

侦察支队
商丘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新县千斤乡人民政府
沈丘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平县畜牧局
新蔡县教育体育局
济源市思礼镇人民政府
省纪委宣传部

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中
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公务员局
关于评选表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通
知》(豫人社函〔2017〕357 号)，我省
拟表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50
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20 个。
经层层推荐审核、全省集中评审，确
定了拟表彰对象名单。现予公示，
请予监督。

公示时间：2018年 5月 21日—5
月25日

监 督 电 话 ：0371-69690219
69690202

电子邮箱：gwyjkhjlc@126.com
通信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

路11号D区420B房间
邮政编码：450018
公示期间，如有不同意见，可通

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反映，反映情况
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
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
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名并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信函以邮戳为准。

河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评选表彰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5月21日

拟表彰的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公示名单

关于对拟表彰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的公示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近年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为落实未成年人“教
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升对涉罪未成年人挽救的效
果，积极探索和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项工作机制，
有效推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一是完善社会调查机
制。在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该院坚持开展社会调查，
通过走访调查，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活环
境、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情况，
综合评价并形成书面报告，进而有针对地制订帮教方
案，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二是建合适
成年人参与机制。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经常会出
现法定代理人无法或者不宜到场的情况，为更好地保
障涉罪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该院联合区司法局
制定了《关于成立合适成年人组织参与涉罪未成年人
刑事诉讼的若干办法》，办法规定办案机关讯问涉罪未
成年人时，若其法定代理人无法或者不宜到场，通过指
派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方式代为履行监督、沟通、抚慰、
教育等职责。三是引进心理援助工作机制。为帮助涉
案未成年人调整失衡心理状态，该院适时邀请专家介
入，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心理分析、疏导工作，通过心
理测试、心理访谈和心理干预等方式，为未成年人矫治
工作提供专业性意见或进行指导。 （娄苑）

“在各类党校主体教学班、各级党员干部培训课程中
增加国家监察法学习内容，对于教育和引导全县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鹿
邑县委党校副校长韩华周表示。为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
彻监察法的热潮，鹿邑县将监察法纳入党校培训课程，由
该县纪委监察委骨干力量授课，组织培训班学员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进行了系统学习。据悉，鹿邑县纪委

监察委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迅速谋划，上下联动，
积极推进，通过在线学习、细致研读、研讨交流、知识竞答、
举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集中教育活动等形式，开展全方
位、多渠道、全角度的集中学习宣传，有效提高了全县党员
干部的依法履职能力，有力促进了监察法在该县全面有效
实施。 （王殿成）

卫辉市人民检察院民行科科长景志根是领导眼里的得力
干将，同事眼里能办案会办案的业务能手，犯罪嫌疑人眼里铁
面无私，不畏权贵，公平正义的检察官。从检二十年，他用真情
与睿智，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了办案准确率百分百的业绩；从检
二十年，他办理案件700余起，提请抗诉45起，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36起，促和86起，执行监督376起，纠正违法85起，移送
犯罪线索29起，公益诉讼4起；从检二十年，他为无辜者请命，
为无助者奔波，一头青丝熬成了斑斑白发……“办案是智者之
间的较量，也是勇者之间的对话，要办就要办成铁案。”为了办
好一件案子，景志根不知跑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
苦，眼睛花了，他只好为自己配了老花镜，短短两年时间，光老
花镜就用了五副。在他的时间表里，八小时工作制的界限早已
模糊，能完完整整地休个节假日已成为奢侈。记不清有多少个
节假日，是办公室里的一盏孤灯、一摞摞卷宗陪他度过，他说案
子拿不下来，梦里还在想对策。每起案件他都大量调取相关卷
宗，对双方当事人数次调查落实，在他的努力下，一对对当事人
达成和解协议，双方握手言和，一起起案件的成功办理收到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潘国侠 周红伟)

为加强法制教育宣传，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养成学法、懂法、守法的好习惯，近日，新乡封丘县检察院
未检办“小荷青少年维权中心”与市院结对帮扶工作队携
手，来到居厢镇后吴村小学，开展以“做自己的守护天使”
为主题的法制宣讲课。未检干警结合小学生身心特点，制
作了生动活泼、内容丰富的PPT课件，采取小学生们最容
易接受的视频和故事案例的方式，围绕典型案例、社会热
点，以及如何避免性侵、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等侵害。通过
典型案例和视频，教育同学们如何避免违法行为对个人造
成的危害，使同学们能够明辨是非,培养和树立正确法律

观念，警示同学们如何懂法守法、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增强
自我防范能力，做一名学法、知法、守法的好学生。通过与
同学们互动，法治课堂上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现场气氛
相当活跃，效果良好。此次活动，赢得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彰显了未检关怀，对增强小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识，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校
师生均表示，这样的法治课堂很有意义，受益匪浅，像这样
系统、专业的法制宣讲，在该校还是第一次，希望今后能多
组织、多开展这样的法制宣传，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岳换香）

躬身维正义 赤诚映天平

推进未检工作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鹿邑县将监察法纳入党校培训课程

送法进校园 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忽”地一下，董明珠就出现在眼
前——扎着马尾辫，脸上挂着浅笑，身
穿深色户外装，脚蹬登山鞋——随时
准备出发的样子。

董明珠是洛阳人，做过护士、开过
书店、热爱户外运动，10年前“5·12”
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奔赴震区做志
愿者，一干就是10年。

10年间，她从一个满腔热血的志
愿者变成一个志愿团队的领导者，感
染并培训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队
伍中。

【挺进】
“2008年 5月 12日那天，我正在

一位同学家做客，突然桌子、凳子、灯、
家具都开始摇晃……”董明珠回忆说，
很快她就从网上确认是汶川发生了地
震，曾经做过护士的她毫不犹豫地报
名，加入到河南户外救援队赶赴灾区
的队伍。

2008年5月15日，董明珠一行抵
达北川县城，倒塌的房屋、破碎的家
具，还有在废墟下的伤者，深深刺痛着
董明珠的心。

董明珠和队友们接到北川救灾指
挥中心一项特殊的任务：护送和协助
水利专家到唐家山堰塞湖进行勘探工
作。冒着余震的风险，经过 6个多小
时才到达目的地。站在山顶，山下的
北川县城一片废墟、伤痕累累。

很快，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河南
户外救援队的队友们开始撤离回到洛
阳。朋友特地为她安排了接风宴。席
间，得知河南户外救援队即将向灾区
派出第三梯队，董明珠决定再赴灾区。

未等散席，她就动身赶往集合地
点，一场接风宴变成了送行宴。

【扎根】
董明珠没想到，自此，她开始了在

四川10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第三梯队队友们完成任务撤离

前，我们遇到了刚从山里撤出来的一
群师生，并把我们的军用帐篷送给他
们。”看着孩子们无助的样子，她萌生
了留下来的念头。

了解到绵竹市安县（现安州区）是
河南洛阳的对口援建单位，董明珠独
自启程赶赴安县。

“我曾开过书店，就想利用这个优
势为孩子们办个爱心图书馆，陪伴他
们度过这段困难的日子。”董明珠的想
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洛阳市红十
字会志愿者提供了 2000多册图书以
及象棋、跳棋、毽子等物品；安县则在
当地帐篷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协调出
了一顶帐篷做图书馆。董明珠的爱心
图书馆很快成立了。

董明珠又发现很多幼儿没地方
去，便萌生了举办临时幼儿园的想
法。很快，当地政府就协调了两间板
房，洛阳的十多位幼教老师志愿者也
赶到了安县。

在灾后重建的 3年里，董明珠带
领志愿团队建立了 5 个儿童活动中
心、15间校园图书室，共服务2万多名
灾区儿童。

【授渔】
2011年，在去南非进行社区管理

培训之后，董明珠回到成都，加入到成
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一步步成长为
该中心的副秘书长兼项目总监。

这些年，董明珠先后参与了玉树
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茂县特大
山体滑坡等灾害救援协调工作。

在带领团队开展灾后救援以及社
区、学校防灾减灾项目的同时，她更想带
动、培训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队伍中。“如
果说将地震之后的志愿服务工作比作‘授
鱼’，那么给更多人赋能，让他们拥有应急
救援的能力就是‘授渔’。”董明珠说。

安全讲座、救灾培训、消防演练、
资源协调……董明珠的工作内容逐渐
丰富起来，她不再仅仅是一名热血澎
湃的志愿者，更是一名助推志愿事业
扩大范围提升水准的公益人。

目前，董明珠又在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志愿服务，帮助中国应急管理模
式走出去，也希望将更多的国际标准
带回来。③6（本栏图片均为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吴国强 摄）

编者按：
2008年，通常被公认为是

中国志愿服务的元年。当年，
四川汶川地震让爱凝聚，也让
中国志愿者瞬间爆发出巨大能
量。十年里，当年的地震灾区
依然还有志愿者坚守。近日，
记者赶赴成都，采访了一位在
那里坚守十年的河南志愿者。

“5·12”汶川大地震时，唐国春在
茶坪乡任党委副书记。“5月 17 日以
后，茶坪乡的老乡们被分流到 7个临
时安置点，我带领的其中一队被安置
在安县桑枣镇。”

当时，董明珠和她的伙伴们是最
早介入灾民心理抚慰的社会团体。“她
带着孩子们读书、游戏，给临时安置点
的孩子们带来很多快乐，帮助大家从
地震的伤痛中解脱出来。”唐国春说，
随着加入的孩子越来越多，董明珠的
爱心植苗项目也越来越大，图书室从
帐篷搬到了板房，孩子们的活动也越
来越丰富。“从学校老师到家长都非常
欢迎明珠的公益项目，她帮助孩子们
重树信心，度过最艰难的日子。”

董明珠对志愿服务的热情也带动
了许多人。桑枣镇的小何大学毕业
后，就成了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
会的一名工作人员。②40

十年前，他们是受益者；十年间，他们成为志愿者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2008年地震时，14岁的刘倩是桑
枣中学的一名初二学生。第二年，在
镇上的灾民安置点板房图书馆，她第
一次见到董明珠。看着董明珠带着一
群志愿者陪孩子们做游戏，董明珠细
心地引导孩子们走出阴霾，刘倩的内
心被触动。2010年，还在读高一的刘
倩加入到董明珠的志愿队伍，成为孩
子们的英语助教。

现在，刘倩已经正式成为授渔公益
发展中心的一名员工，跟着董明珠一起
开展志愿服务多年，负责社区文化项目
的工作。“我从来没想到她能在震区坚持
十年，并将公益当成一项事业。”她说。

在刘倩眼中，董明珠是她公益路上
的一盏灯。从一名接受志愿服务的受
益者，成长为一名具备专业能力的志
愿者，刘倩也曾多次奔赴地震灾区救
援一线。她说，希望自己也能像董明
珠一样，把志愿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绵阳市安州区晓坝镇学校副校长
李桂刚第一次见到董明珠时，也是在
桑枣镇的临时安置点。2008年，李桂
刚在绵阳市安州区晓坝镇学校工作，
小坝镇受灾严重。5月 15日，他冒着
生命危险组织四位老师将41名无家长
接领的学生安全带到桑枣镇。6月，晓
坝镇学校在桑枣镇复课，“当时孩子们
的住宿条件非常差，明珠给孩子们募捐
了价值近30万元的物资，大大改善了
学生的住宿条件。”李桂刚说。

受董明珠影响，李桂刚也逐渐从
一名山区教师成长为公益人。现在，
他是绵阳市安州区爱心协会主要负责
人以及浙江千训爱心慈善基金会四川
代表处秘书长。

“阳光友善、无私奉献、心有大
爱。”这是李桂刚眼中的董明珠，“她对
待周围的人，总是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一样。”

坚守十年的志愿者董明珠

刘倩：
她让我明白施比受更有力量

李桂刚：
她对待周围人像亲人一样

唐国春：
她帮孩子们重树信心

忙碌中的授渔公益发展中心志愿者

董明珠在介绍仓库中的净水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