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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孝百愿成，家和万事兴。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内容之一，村民富起来之后，如果乡村风气不好，真正的

乡村振兴也无从谈起。睢县胡堂乡通过立家规、定家训、正

家 风 和 开 办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大 讲 堂 、举 办 孝 善 文 化 节 等 活

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乡村两级干部和广大村民

自觉以孝立身、以孝兴家、以孝兴村，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

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进而提升了村民个人品德，促进

了家庭和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③8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李窑村位于睢县胡堂乡，共有128户
660人，710亩耕地，以种植玉米、小麦、辣
椒为主，2018年积极培养村主导产业，贫
困户种植和流转土地种植辣椒面积达
120亩。2018年以来，该村积极打造豫东
第一孝心村，改变一味“等靠要”的旧观
念，走出勤劳致富的新路子。③8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在鹤壁市浚县黎阳街道双庙村东
头，有一家聋哑人夫妇开办的“无声洗
车店”，在这里你虽然听不到人们的交
谈声，却总能为店主夫妇奋斗拼搏的
身影所动容。

8月 3日，中伏天闷热难耐，“无声
洗车店”外早早排起长队，忙碌的店主
邵富朝和妻子崔廷枝汗水浸湿全身，
每送走一辆车，这对夫妇都会微笑着
向司机摆手告别。

今年 48 岁的邵富朝和妻子都是
先天性聋哑人。由于家境贫困，他们
从小没机会上学，至今仍大字不识。

“因为交流障碍，邵富朝两口子这

些年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憋屈得直
掉眼泪。”双庙村村民申素玲告诉记
者，虽然邵富朝能吃苦，卖过菜、修过
锁、学过洗车，为了生计没少奔波，但
日子仍过得艰难。

“邵富朝有年迈的父母和上中学
的女儿需要照顾，负担确实很重。”双
庙村党支部书记李国顺说。

2016年，村“两委”经考察、评议，
将邵富朝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一
连串精准帮扶随即展开——村里雇他
当保洁员，每天打扫 2小时村道，年收
入 7900元；村干部扶持他发展蔬菜种
植，每年可收入 3500 元；贫困户到户
增收项目每年可收入近3000元……

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邵富
朝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两口子不
时到村里的建材厂、小饭馆打个零工，
2018年正式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他们俩都要强得很，稍微一帮衬
就起来了，浑身都是干劲！”双庙村村

委委员周红霞说，虽然是聋哑人，但邵
富朝很有想法，脱贫后他一直想自主
创业，多次找到村干部比划着表达开
洗车店的想法。

“得知邵富朝的想法后，大伙儿的
第一反应就是支持。他前些年在外面
学过洗车，而且两口子做事踏实，我们
尽最大努力帮他们联系场地和设备。”
双庙村村委会主任邵俊平表示。

今年 4 月下旬，邵富朝两口子的
“无声洗车店”正式开张。双庙村有30
余辆货车从事生猪运输，邵富朝干活
认真又细致，很快赢得了司机们的青
睐。此外，由于洗车店临近 230国道，
过往的车流也为小店带来了客流，如
今每月可增加收入4000元左右。

忙里偷闲的交流中，邵富朝一直
笑着冲记者比划。申素玲为记者“翻
译”：“俺不比别人少胳膊少腿，大伙儿
这么帮衬俺，只要肯干，一定能过上好
日子！”③5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8 月 4日，
记者从国有济源愚公林场的一段红外
监控视频中看到，一只机敏活泼的小
动物正在玩耍。林场场长栾科告诉记
者，这是黄腹鼬，近期已多次出现了。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个专门报告指
出：“经反复核查，专家团队确定这是
首次发现并提供的黄腹鼬在河南省自
然分布的影像凭证。”

2015年以来，国有济源愚公林场
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通过红外相机对
陆生大中型动物兽类联合开展了监测
研究。经核对河南省及全国相关文献
资料，并对比我国其他保护区的红外
相机影像资料，同时经过对在河南南
太行山共计 19个位点 34次独立记录

的照片和视频比对，从体型、体征和行
为等方面判定为黄腹鼬。

黄腹鼬为哺乳纲，是国家三有保
护动物（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被列入《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和《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主要分
布于我国秦岭—淮河以南的森林、草
丛和低山丘陵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
地区，是否在河南省及秦岭—淮河以
北区域有分布此前一直缺乏相关凭
据。目前，针对黄腹鼬的研究资料极
为稀缺。

此次发现具有多重意义：首次提供
了黄腹鼬在河南省自然分布的影像凭
据，明确该物种在河南省有自然分布，
可补充到全国地理分布图中；确证黄腹
鼬分布于华北南太行山区，为目前该物
种自然分布的最北界；发现该物种既可
在夜间活动，也有大量的白天活动，在
南太行山有晨昏活动高峰。③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戴晓涵

“一辈做给一辈看，一辈带着一辈干，孝
老敬老好民风，一代一代往下传……”8月1
日，记者走进睢县胡堂乡李窑村时，群众正
在激情饱满地排练自编自演的快板节目《百
善孝为先》。“词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这些节
目今后都要在村里的孝善活动上表演呢。”
胡堂乡党委书记徐照华说。

徐照华口中的孝善活动是李窑村定期
举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大讲堂和孝善文化
节。近年来，李窑村通过开展一系列孝善活
动，净化了乡村风气，促进了邻里和谐。

“奶奶，您身体挺好的吧？”“你好啊！我
耳背了，好好好……”记者走进村民赵先启
家时，93岁的赵宋氏正安详地坐在院中。

她虽然听不清，但仍然不停地挥手，热
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我买的第一台空调就放在我母亲这屋
了，到现在我们那屋都没装空调哩。”为了方
便照顾母亲起居，赵先启把自己的床搬到了
母亲的房间里。“虽然母亲年龄大了听力不
太好，但每次村里的孝善活动她都赶着参
加。”赵先启说。

2018年 6月起，李窑村每周五邀请全
省各地的专家学者，与村民们共同探讨孝善
文化，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台上台下互动热
烈，气氛活跃。

“大讲堂上也经常会播放一些纪录片。
前不久播放了一部记录母亲剖腹产生产过程
的片子，我母亲和媳妇看完都很有感触，母亲
更是眼眶里泪珠直打转……”赵先启说。

农历每月二十五是李窑村孝善文化节

的举办日，在不少村民眼里，这一
天比过年还热闹，上到90多岁的
老人，下至两三岁的小孩儿，都参

与进来，数百人在广场上忙前忙后，和面盘
馅儿，包饺子端饺子，不分你家老人我家老
人，大家高高兴兴为老人们摆上孝老宴。

“好饭尽着父母吃，好衣尽着父母穿，好
房尽着父母住，好景尽着父母看……”孝善
文化节开始前，全村人齐读孝善誓词，男女
老少共同为65岁以上老人包饺子、演节目，
给老人洗脚……“给婆婆洗脚的时候摸着
她那双粗糙的脚，特别能体会她多年来辛辛
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有多么不容易。”赵先
启的爱人说。

“媳妇和婆婆吵架吗？”
“没有！她嫁到我们家20多年，从来没

跟我母亲红过脸，我搬到母亲房间里住，她
也没有过怨言，我媳妇这些年为这个家付出
了太多……”说起自己媳妇，赵先启脸上满
是骄傲与自豪。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虽然
打乱了李窑村村民的正常生活节奏，但是
李窑村的孝善活动并没有按下暂停键。大
家通过互相赠送口罩、村口志愿执勤等形
式，继续将爱传递下去。

一系列孝善活动消除了家人之间、邻里
之间的误会，营造了和谐，李窑村人的日子越
过越美，笑容越来越多，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2019年 5月 29日，河南省孝文化促进
会授予李窑村“河南省首批孝心示范村”称
号，授予胡堂乡“河南省首批孝心示范乡镇”
称号，同时与胡堂乡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成
立中原孝学院豫东孝善分院，共建共创豫东
孝善第一乡、豫东孝心第一村。

李窑人因孝而幸福，李窑村因孝而美
丽。③8

我省首次发现世界濒危物种黄腹鼬

“无声洗车店”唱响“志气歌”

□陈慧 李四信 摄影报道

8月 3日下午，郑州市林业局野生
动物救护站在站点附近将近期救护的
42只达到康复条件具备野外生存能
力的野生动物放归大自然。

此次放归的野生动物有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3只、红角鸮2
只，三有保护动物灰喜鹊1只、珠颈斑
鸠5只、灰斑鸠4只、山斑鸠3只、麻雀
5只、夜鹭2只、刺猬2只、棕头鸦雀14
只以及 1只信鸽。今年上半年，该救
护站共救护各种野生动物449只（头、
条），主要是红隼、红角鸮等小型猛
禽。⑨3

图①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刺猬
图②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山斑鸠
图③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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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编自演的舞蹈《婆
婆也是妈》。⑨3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戴晓涵 摄

▼孝善文化节上全村人分
享孝老宴。⑨3 孟亮 摄

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42只野生动物回归大自然

□任娜 夏兴宇

一家年销售额数千万元的企业负
责人被不起诉，公司躲过了破产倒闭的
命运起死回生；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得
到及时救助，让家里的老人重新燃起生
活的希望；一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黄
河载客事件得到有效整治，避免了悲剧
发生的可能……

抓党建，促业务。党建如何促业
务，尤其是专业性极强的司法业务？

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案件，在原
阳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看来，怎么
办、咋办好，处处都蕴含着党建的力
量。在他们心里，党建不仅是维护公平
正义的牢固防线，也是让群众感受司法
温度的情怀基石，还为化解矛盾、推动
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检察官的担当，让年销售
额数千万元的企业起死回生

两年前，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崔怀
彬（化名）和他的企业陷入了噩梦般的
境地。

崔怀彬是一家年销售额超过5000
万元的化工企业的负责人，2018年下
半年，为了增加销售收入，公司在没有
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将库存的化工原料
经过调配，制成了成品汽油进行售卖，
其中一部分还流向了黑油市场。出事
前，崔怀彬的企业一共借此获利了100
余万元。

公安机关将其查处后，虽然崔怀彬
本人得以取保候审，但企业难逃关停的
命运，而出于对企业未来前景的担忧，
前来要债、催款的人络绎不绝，企业的
股东们也开始没了信心，埋怨他管理不
严，纷纷退股。

后来，虽然当地政府允许企业复
工，可案件还在侦查，作为企业法定代
表人的崔怀彬随时有被起诉的危险。
企业债台高筑以及可能到来的牢狱之
灾，心灰意冷的崔怀彬哪里还有什么
干劲儿，便任由企业停工，自己也消极
度日。

直到今年年初，事情出现了转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社

会 经 济 和 企 业 生 存 带 来 了 巨 大 挑
战。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

党中央以及最高检相继出台多个文件
强调要护航民营企业发展，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是检察机关必须完成的政
治任务。

“我们在实地走访时发现，崔怀彬
的企业各项生产资质比较齐全，公司的
规模并不小，在当地的税收以及吸收附
近村民就业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娄
丽娟是这起案件的办案检察官，在她看
来，崔怀彬事实上已经是企业唯一的负
责人，如果对他简单地就案办案、一诉
了之，本就陷入困境的企业一定会倒闭
破产，对社会、民生都没有益处。

在她的解释下，崔怀彬明白了什么
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如数将非法
获利退出，还自愿接受检察机关的处
理。最终，经过原阳县检察院检委会研

究讨论决定，对崔怀彬不予起诉。
埋在心底的焦虑彻底消除。今年

3月份，崔怀彬停工了一年半的企业重
新复工复产。“照现在的形势，全年完成
7000 万元的业绩不成问题。”阴霾散
去，崔怀彬的语气轻松了许多，嘴里不
停地感谢着办案的检察官们。

得益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行，
崔怀彬的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小
小的单元得以生存。然而还有很多人，
把这项制度当做一种“特权”，想方设法
追求这样的“待遇”。

娄丽娟所在的原阳县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除了经济案件，办理更多
的是职务犯罪案件。司法责任制改革
以后，检察官独立办案，如何守住红线，
经受住各种考验，对检察官的政治素

养、个人品格、职业能力都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如果不重视党建引领，防止出现
权力滥用和腐败，认罪认罚从宽这项良
好的制度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原阳县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广华认
为，检察机关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机
关，也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机关，抓好
党的建设，事关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
能力建设，直接影响办案中人民群众的
切身感受。

推进党的建设和检察业务深度融
合，原阳县人民检察院把党建融入业务
工作全过程，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管理
工作列入年度目标任务，与各项业务工
作一起安排、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一起
奖惩、一起总结，增强广大党员干警搞

好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
挥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人”“凝聚人”“激
励人”的功能，努力实现讲政治与强业
务的有机统一，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

将心比心，检察官的“主
动”让一个家庭看到希望

“太顶用了！没有他们我也弄不清
这东西是咋申请的，真是很感谢他们。”
说起前阵子自己领到 3万元救助金的
事，姜玲激动地说道。

今年3月份，原阳县靳堂乡安岗村
发生了一起命案。

村民李龙在向同村村民张立春索
要欠款时发生争吵，两人厮打中，张立
春用砖头拍向李龙的后脑勺，李龙当场
倒地，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公安机关立案后，案件很快被移送
至检察机关，引起了负责控申工作的检
察官靳锋敏的注意。

“虽然案件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
但从办案检察官那里了解到，受害人的
家庭条件十分困难，而犯罪嫌疑人很可
能没有能力作出赔偿。”靳锋敏带着工
作人员来到了受害人家里，见到了受害
人的母亲——姜玲。

今年57岁的姜玲本来有两个儿子，
2009年大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遇难，
留下了两个孩子交由老人照顾，两年后，
姜玲丈夫也因病去世。二儿子李龙出事
之前也已经与妻子离婚，（下转第五版）

把“司法为民”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原阳县人民检察院推动党的建设和检察业务深度融合发展

原阳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党支部召开周一例会原阳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党支部召开周一例会（（党员学习党员学习）） 原阳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公开宣布现场会原阳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公开宣布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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