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0月13日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定

老年节，为大力弘扬孝老爱亲的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10月10日，确山县电业局决定开展

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等“三个一”系列主题活

动，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老年人的浓厚氛围。

该局一是开展一次孝老爱亲典型宣教活

动。在员工中大力宣传尊老敬老的好儿女、

长期照顾孤寡老人的身边好人及其他关爱老

年人的各类先进典型，弘扬孝老爱亲的优良

传统，营造人人学习典型、人人争当典型的良

好氛围。二是开展一次“三关爱”节日志愿服

务活动。组织“善小”志愿者开展学雷锋“三

关爱”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落实“关爱他人、关

爱社会、关爱自然”志愿服务内容，组织志愿

者慰问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病残老人、特困

老人，为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关爱服务，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三是围绕重

阳节孝老爱亲主题，开展一次书法绘画征集

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丰富老年人

的节日生活。

据悉，此次活动以“宣传贯彻老年法，关

爱造福老年人，积极构建和谐企业”为主题，

至10月31日结束。 （黄文静）

新密联社青屏信用社

前三季度到期贷款收回率达100%

今年前三季度，新密联社青屏信用社始终坚持把

信贷管理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

截至9月底，该社到期贷款收回率达100%。一是有计

划、有重点地组织信贷人员学习有关贷款方面的法律、

制度，确保学以致用；二是完善建立“包放包收、权责结

合、奖罚挂钩”的责任管理制度，确保贷款第一责任人

和贷款损失责任人的责任落实；三是提前向责任信贷

员发出《到期责任提示》，确保及时催收。（马国顺）

登封联社深入基层进行全面调研

近日，登封联社全体领导班子对全辖16家信用

社进行逐一调研，对各乡、镇、办事处的经济状况、企

业类型、人员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对各信用社业务进

展情况及各社人员结构、员工需求等进行掌握，并针

对各信用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困难进行研

讨，制定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和整改，对各信用社提

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下一步，联社将把调研情况作

为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工作机制的有力依据，进一步

推行登封联社各项业务顺利开展。 （何竞辉）

西平县焦庄派出所强化执法为民思想

为全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执法公正

的公安队伍，西平县焦庄派出所坚持着眼教育、细

节、监督三方面，持续不懈地狠抓队伍纪律作风建

设，以过硬纪律作风有效推动基层派出所的各项工

作。通过严把查摆关口，堵塞漏洞风险，及时遏制苗

头，严防发生问题；严把思想关口，加强经常教育，保

持警钟长鸣；严把监督关口，形成监督常态，让社会

各界更好地监督公安，更好地监督民警八小时以外

的“生活圈、社交圈、娱乐圈”，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

违纪问题；严把管理关口，完善制度规范，找准问题、

漏洞和薄弱环节，研究出台“能操作、见效果”的队伍

管理制度，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真正实现用制度管

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 （张鹏飞）

长垣县电业局建好职工身边的“充电站”

长垣县电业局积极为全局各基层班组建立图书

角，购置电力技术类、科技类、文史类等各类书籍5500

册；主动了解职工需求，采取职工“点书”，企业“送书”的

方式，及时为职工书屋补充图书、杂志，为一线干部职

工学习提供方便的文化“充电站”。（夏伯涛 邢绍静）

原阳县电业局全力保秋收用电

近日，原阳县电业局19支“三秋”电力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头积极为“三秋”期间群众的安全生产服

务，及时对辖区内的500余个行政村的的电力线路

和公用电设备进行专项巡视和维护，每个“三秋”用

电服务队都配备了抢修车辆和电力材料备件，随时

解决农民用电需求和问题。 （王俊峰）

桐柏县电业局四项措施保秋检

近日，桐柏县电业局成立秋检工作组，采取制定

详细的检修计划和检修内容、强化检修人员的安全

意识、发现和处理设备缺陷等四项措施，力求做到秋

检“零违章、零事故”，确保在冬季大负荷用电到来之

前全面消除设备缺陷。 （杨振）

济源市建立镇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政策法规体系

今年以来，济源市财政局着力加强全市镇级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初步建立了一个以

《济源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为核心的

政策法规体系。该政策法规体系的建立，是提高镇级

政府为民理财能力的一项重大举措，对进一步做好各

镇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赵卫）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金秋美，重阳到，又是一年菊花黄、桂花香。在

这个美好的日子里，郑州市京水小学开展了“重阳敬

老爱无限”感恩敬老主题活动，让中华美德在孩子心

中传承，让孩子们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翟桂琴）

描绘中国梦，放飞理想！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10月10日上

午第一节课，郑州市薛岗小学集中开展了“红领巾相

约中国梦”主题队会教育活动。 （毛彦伟）

卢氏县电业局：反违章保汛期电网安全

近日，伴随着主汛期的到来，卢氏县电业局根据近

期卢氏境内连续遭遇几次强降雨的侵袭及电网运行压

力剧增的情况，为最大程度地预防和降低电力短缺事

件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及早着手，加大反违章督察的

力度，采用现场拍照的方式加强现场管理，发现有违章

行为，及时纠正，让员工真正树立了“以零违章保零事

故”的安全意识，确保汛期电网安全运行。（买阿丹）

卢氏县电业局：弘扬道德文化传承文明精髓

近日，卢氏县电业局以打造“道德讲堂”阵地为

契机，以着力提升干部员工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

质为核心，以加强“四德”教育为重点，大力宣传道德

模范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在潜

移默化中推动道德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

了祟德尚善、爱岗敬业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以“厚

德博学 慎思 笃行”为主题，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四德”为主线，用生动的视频

和催人奋进的演讲向大家传递道德的力量，在潜移

默化中提升职工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水平，进一步

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买阿丹李高波）

省检察院调研封丘县检察院检察技术工作

近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处长王婕一行

到封丘县人民检察院调研基层院技术工作，对该院

在检察技术工作中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对下步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并积极帮助基层院解决检察技术工作中存在的实际

困难。在今后的工作中，封丘县院将为各项检察工

作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与保障，为全省检察技术

工作再上新台阶增砖添瓦。 （彩霞 刘达）

病人痊愈是我最大的满足
内黄县乡村医生桑银昌：

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朋友，深入基层，与采访对象面对面，

掌握第一手资料。鲜活、生动、独家！这是《面对面》

的追求！

介绍一下主要栏目：

“对话”就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重大事件及各地重点

工作，与采访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

“新闻人物”聚焦新闻人物，走进他们的心灵，真实

反映他们的酸甜苦辣。

“致富路上”重点报道乡村致富能人和带领大家致富的

领头人。

可以是一问一答的访谈文章，也可以是访谈、走访类

的调查及报道，还可以是有观点、有见解的署名文章和精

彩有见地的评论。新闻人物、热点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关注我们的报道，参与我们的报道！办好《面对

面》，让我们一起努力！

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电话：0371-65795763

信箱：ncbzbs@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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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任务是让群众富起来！
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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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山县电业局
敬老爱老 共促和谐

宝丰县杨庄镇西彭庄村26岁的温香

珍是镇敬老院里唯一的大学生护理员，更

是孤寡老人们最贴心的“亲孙女”。10月

16日，记者前往杨庄镇敬老院采访时，温香

珍正忙着为一位大小便失禁的老人清洗衣

物，身旁站着一位智障老太，不时用手摆弄

着她的长发。小温一脸的笑意，让人感到

阵阵温暖。

“这位奶奶，是一年前送来的流浪人

员，她有智力缺陷，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

家在哪儿，平时就喜欢跟我玩儿。”小温

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当护理员两年多了，

她已把每一位老人当作自己的亲爷爷、亲

奶奶。

2010年，温香珍从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后，于2011年应聘到杨庄镇敬老院当

了一名护理员。大学生入敬老院当“保

姆”，一时传为佳话。

提及为何会选择护理员工作，小温

说，她爷爷体弱多病，时常住院。大学毕

业后的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是在医院里护

理患病的爷爷。“在医院里，我看到由于

子女们忙，部分住院的老人生活起居全靠

护士照顾，显得十分孤独、无助，我心里

很难过。”小温说，也许是同情心使然，

2011年 6月，她选择应聘到杨庄镇敬老

院工作，并认定只要在敬老院好好干，也

一样有出息。

敬老院里有52名老人，平均年龄在70

岁以上，大多是孤寡老人，他们都有自己的

“脾气”。小温认为，尽管这个“家”很特殊，

可作为护理员，有责任让这些孤独、失依的

老人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76岁的李和尚

老人患结肠炎有腹泻的毛病，温香珍经常

帮他换洗被弄脏的衣物，不厌其烦。老人

感激地说：“你不嫌脏不嫌苦，真比亲孙女

还要亲！”

去年3月，一位在外流浪年约七旬的老

太被送到了敬老院，但老人疯疯癫癫、说话

语无伦次，更不知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给其他院民造成了心理压力。温香珍每天

有空就陪老太聊天，安抚她。半年过去了，

老太对小温产生了依赖感，情绪也慢慢稳

定下来。如今，这位老太虽没有找到家，但

在小温的照顾下，已融入了敬老院的生活，

安度着晚年。

敬老院院长李长有由衷地对记者说，

两年多来，温香珍照顾陪伴着一群孤寡老

人，带着对老人朴实的情感，给了老人们太

多的感动，真是很难得！

10月15日，记者来到位于濮阳县城

关镇南关村的一所养老院，发现一个小伙

子，一会儿用轮椅推着老人散心说笑，一

会儿扶老人在健身器材上运动健身，一会

儿坐在老人堆里陪老人说话唠嗑，一会儿

巡查老人的房间帮助他们整理床铺……

他就是今年才25岁的大学毕业生

张玉龙。

张玉龙学的是材料科学工程专业，

去年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不错的公司工

作了才两个月，便主动放弃回到了母亲

创办的养老院工作。

养老院入住的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

的老人，给这些老人服务工作繁重、工时

又长，很多人都嫌脏、嫌累，尤其是年轻人

更不屑干。张玉龙能受得了这个苦吗？

“现在母亲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人帮

助她，我回来帮她一把，也算是另一种尽

孝吧。其实受母亲影响，我并不讨厌这

一行，这些老人也很可爱，比起在外面打

工，我觉得回来帮母亲把养老院干好更

有意义，也更有发展。”

张玉龙小的时候，家中的爷爷奶奶

都需要人照顾，尤其是奶奶常年卧病在

床。父母都很孝顺，对老人照顾得无微

不至，耳濡目染让张玉龙从小就懂得了

敬老爱老。2009年，母亲创办了这所养

老院，受母亲影响，他也爱上了这一行。

现在，张玉龙在养老院里除了协助

母亲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外，还把这里的

老人当自家的老人一样细心照顾。穿

衣、洗澡、喂饭、喂药、擦屎、端尿，这些照

顾老人的日常工作，他做得一点不比专

业的护理工差。时间长了，老人和他的

感情都特别深。在老人们眼中，张玉龙

不仅是院里的管理者、护理工，也是他们

最亲近的“好孙子”。

如今，张玉龙有了更远大的梦想：“母

亲身体不算太好，经常腰痛，再过两三年

自己工作都熟悉了，就让母亲休息，自己

接手管理这所养老院。现在，这里只能容

纳45个老人，接下来我想先把这后面的

空地也建成房子，把养老院扩建一下。等

条件允许了，再把现在的平房都翻盖成楼

房，逐步扩大养老院的规模，争取让更多

的老人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采访人：翟书生 刘军广

采访地点：内黄县石盘屯乡桑

庄村

采访人：你是哪年开始当医生

的？

桑银昌：1968年12月，村党支

部和村民推荐我当“赤脚医生”，后

来又上了卫校，自学了大、中专教

材，还多次到省、市、县级医院进修

深造。多学一点，好为乡亲们服务。

采访人：当医生会经常碰到一

些急病，会不会照顾不到家人？

桑银昌：会。我的妻子就说我

“就知道救人，女儿出生都不管”。

采访人：那是怎么回事？

桑银昌：1978年村里开挖卫

河，村民王海顺拆房搬家时被砸

伤，腰椎及股骨骨折，急需转院护

送治疗。当时，我爱人临产已有宫

缩。我母亲和我爱人都不想让我

去。可伤者病情十分严重，天又下

着雨，我怎能不管呢？我和病人家

属抬着担架护送病人到60里外的

中召乡骨科医院，由于抢救及时，

患者转危为安。我第二天回到家

中时，女儿已出生。我一直觉得愧

对妻子和女儿。

采访人：听说“非典”时期，你

还查过乡干部？

桑银昌：那时，几个月逐户排

查，不分白天黑夜，有时连饭都顾

不上吃。有一天，在检查站值班时

我突然腹痛，随后上吐下泻、发烧，

但我不能退缩。 这时飞驰过来一

辆摩托车，我拦截检查，查后才知

是乡党委书记深夜突击查岗。

采访人：你现在是到乡卫生院

工作了吗？

桑银昌：2007年9月，我成了

乡卫生院内科的编外医生，同时还

是桑庄村防保医生。

采访人：听说你母亲去世时你

不在她身边？

桑银昌：2011年，我90岁的

老母亲患食道癌病情恶化，她住院

7个多月，我没有请过一天假照顾

她。母亲病故那天，妻子打来电话

告诉我，我感觉好像万箭穿心。我

请了假赶回家，摸着母亲僵硬冰凉

的手，放声大哭。妻子含着热泪告

诉我：“母亲在临终前，还喊你的名

字……”没有为母亲尽孝，是我今

生最大的愧疚和遗憾。

采访人：是什么支撑你 45 年

如一日为病人看病？

桑银昌：信念。治病救人是我

一生最大的乐趣，病人痊愈是我最

大的满足。

664户、2886人，鹿邑县桥北行政村，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豫东小村落。然而，如果告

诉你赛潮鞋业、辅仁药业就是在该村一步步

成长，辅仁已然成为中国500强企业，那么

你对桥北这片沃土定会刮目相看。

桥北今天的荣耀，得益于村支书朱宗保

“决策总为民福祉”的超前的眼光、清晰的思

路、大胆的决策和果断的执行力。近日，记

者慕名采访朱宗保，虽然年近半百，但这位

在桥北点土成金、带领群众由贫变富、由富

变强的“村官”，依然以坐观天下的眼光指点

桥北新的发展，气场十足。

1986年，刚满22岁的朱宗保已经超乎寻

常，和村内几位有发展眼光的年轻人一起创

办了赛潮鞋业、三维药业公司（辅仁药业集团

前身），在当时1元钱能买5个鸡蛋的时代，这

几个年轻人敢贷款百万元办厂，名震豫东。

1992年，时任三维药业公司总经理的朱

宗保看到，公司发展了，但是群众依然很穷。

他毅然卸任年薪数万的“总经理”头衔，变为

公司顾问，开始担任桥北行政村支部书记。

按照朱宗保的话说：“顾问就是顾得上就问，

顾不上不问，我的任务是让群众富起来。”

朱宗保压箱底的理念丝毫没有保留。

很快，几十个鞋业加工厂、药材加工厂在桥

北村成功创办。如今，桥北村农民人均年收

入1.2万元。

村办工厂越来越大，三维药业变身为

辅仁药业，直至成长为中国500强。这些

年来，朱宗保带领村委一班人协调各方面

力量，让桥北村民处处走在鹿邑县乃至周

口市农村小康生活最前沿。累计投资80万

元，修通村里三纵四横主干道，让村民最先

走上柏油路；投资120万元完成村里的农电

网改造工程；投资150万元，完成自来水铺

设工程，使桥北村吃上自来水；投资110万

元新建桥北希望小学，解决了孩子们的上

学难问题；投资10万元，为全村安装了路

灯，并免收电费；投资10万元为全村安装了

健身器材；在不让群众拿一分钱的情况下

使全村村民100%享受到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

由朱宗保带动的企业反哺行动，不仅让

桥北村富了起来，更激励了村内年轻人的志

气。通过技术培训、管理培训等，该村90%

以上的年轻人都成了各厂主管，年薪平均30

万元，有些走上企业领导岗位，身家上亿的

有10多人，身家千万元的有几十人。

如今，桥北村150户新农村现代化楼房

已经竣工，4栋30层以上的高层住宅正在规

划建设。

朱宗保以培育500强企业的眼光带领

一个村快速发展，他赢得的不仅是那几十个

省、市、县颁发的各种荣誉证书，更有桥北村

2800多名村民的信任和拥护。当他下定决

心要让全村致富时，他失去的也不仅是“总

经理”的头衔，还有著名企业家的梦想，以及

上亿元的收入。

桑银昌

朱宗保在农民漂亮的新居前接受采访朱宗保在农民漂亮的新居前接受采访

宝丰县杨庄镇

大学生温香珍敬老院里当护工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苏英贾志琼

濮阳县城关镇

大学生张玉龙帮着母亲办养老院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文/图

张玉龙正在为老人擦洗

今年59岁的桑银昌，是内黄县石盘屯乡桑庄村的一名普通的

乡村医生。他14岁当医生，一干就是45年。他到乡卫生院工作

后，乡卫生院的效益连年上升，2012年乡卫生院全年总收入260

多万元，他个人创收130多万元，占全院总收入的50%以上。一个

普通的乡村医生让一家难以运行的乡卫生院走在了全县乡镇卫生

院的前列，连年受到县委、县政府和县卫生局的表彰。45年来，一

个个恢复健康的病人，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记录着桑银昌的

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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