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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鹤山区坚持把持续增加脱

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之举，围绕产业

发展，进一步优化项目库建设，确保高

质量完成乡村振兴目标任务。区、乡

两级扶贫办组织业务骨干深入基层调

研，与各个村级责任组召开专题座谈

会，科学谋划乡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

等项目，不断激发产业新动能。精准

对接项目实施，产业谋划与区经济社会

整体发展相结合、与村情概况相结合，

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同时，创新利益

联结形式，做好产业项目利益联结机

制和相关收益二次分配方案制订，进

一步突出差异化分配，切实发挥扶贫

产业项目带动效益。截至目前，全部

开工14个项目，竣工8个，其中产业扶

贫类项目4个、基础设施类项目6个、

产业配套类项目4个。 （陈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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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责任信访贯彻始终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梁苑

办事处始终贯彻责任信访，在落实

责任信访方面，采取了三步工作法：

一是压实领导责任；二是压实化解

责任；三是压实问责责任。只为依

法、及时、稳妥、公正、合理地解决群

众合理信访诉求。 （任婉莹）

激发产业动能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安

4月4日一大早，鲁山县熊背乡大年

沟村老党员闫玉峰就被邻村晒衣山村党

支部书记董伟接走，帮着规划设计红二

十五军长征纪念亭。“我采访了很多人、

很多地方，写有《红二十五军万里长征途

经鲁山片段纪实》一文。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不少开展重走红军长征路活动的

单位都请我去讲解那段红色历史。”闫玉

峰老人说。

今年74岁的闫玉峰196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党龄52年，曾在鲁山县熊背

乡晒衣山村当过民办教师，在大年沟村

当过村文书、村委会主任等职务。2003

年起，闫玉峰开始专职从事乡土文化创

作。尽管患有右腿半月板损伤、左脸肌

肉痉挛等病症，但他仍然四处奔波采访，

乐此不疲。

在闫玉峰的笔下，既有系统介绍血

桃、酥梨、黑油栗等产业的文章，又有全

面介绍家乡人文典故与风土人情的诗

歌、戏曲。一首《人杰地灵话熊背》，是他

写的最长的诗。为写这首诗，他在全乡

的 18个村了解情况，伏案写了 20天。

大年沟村村民王金照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闫玉峰多次跑到王金照老人

家聊天。他创作的作品先后获得各类奖

项30余项。

晒衣山村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鲁

山的第一站，当年村里的孙白氏大娘曾

拿着粮食送给红军，红军战士将一些防

身刀具回赠给了孙白氏。孙白氏的大孙

子孙成德是一名老党员，当过晒衣山村

的党支部书记，与当年在村教书的闫玉

峰关系很好，就把一把红军用过的刺刀

赠给闫玉峰，让他在翻山越岭时用于防

身。闫玉峰把刺刀保留至今，也把红二

十五军的故事深深刻在脑海里。

因写作需要，闫玉峰养成收藏资料的

习惯。他收藏的《鲁山政协文史资料》从

第一辑到最新的第34辑一本不差，收藏

的党史、文史类资料装满3个档案柜。他

收藏的各类书籍最多时有1500本，免费

供村民们借阅，为乡村生活平添了几许内

涵。每次外出开会，他还会把文件袋带回

来，如今挂在家中的文件袋达20余种。

2004年，闫玉峰集结收藏的资料和创作

的作品，自费开办农家文斋，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宣传党史、军史，成了小山村的“大

新闻”。2019年10月24日，他增设的“农

家文化传承室”被县文联等部门命名为

“鲁山县乡土文化传承基地”。

18年来，闫玉峰在经济困难的情况

下笔耕不辍，成为当地乡土文化的一本

“活教材”。闫玉峰先后4次被县政协授

予“优秀文史员”称号，获得“平顶山市第

一届文明家庭”“鲁山县第一届文明家庭”

“鲁山县最美家庭”“鲁山县第六届敬业奉

献道德模范”等荣誉。

□本报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余江

“程主任，我们巡逻发现，九孔桥上

东侧有人有跨越桥栏杆跳河迹象，请求

支援。”4月4日，巡逻中，息县城市管理

局龙湖公园管理处副主任程成林的对

讲机突然传来队员徐莉莉的紧急呼叫。

收到呼救信息后，程成林立即带

队赶往现场，还没到桥头，就远远看到

桥边一个人正拉着一个已经跨过桥栏

杆身穿白色羽绒袄的女子，阻止其往

下跳，但女子还是挣脱阻拦从桥上跳

了下去。

当程成林及救援人员分头赶到时，

落水女子已经在水中待了一段时间，体

力消耗严重，奋力挣扎。救援人员为了

稳住女子身体，立即抛出绑了绳子的救

生圈，一边为女子加油鼓劲：“快抓住救

生圈，坚持一下，我们很快来救你。”看

到落水女子慌乱地将救生圈套在自己

身上，救援人员暂时松了一口气。

但由于桥面有近7米的高度，救援

人员无法将该女子直接拉上岸，女子也

无法凭自己的力气爬上来。考虑到当时

水的温度低，再不将女子救出，恐其有生

命危险，程成林立即决定下河救人。

观测地形后，程成林迅速往桥东头

跑去，救生圈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便跳

进河里游向女子。在成功抓住女子的

胳膊后，便带着她游到近岸边，距离桥

面3米高的位置，随着一声“往上拉”的

口令，岸边的救援人员一起用力，很快，

女子被成功救上岸。

看见浑身湿透的程成林，被救女子

泣不成声，匆忙赶来的女子母亲拉着他

的手说：“谢谢你们及时营救，你们真是

好样的。”

4月6日，记者见到了程成林，向他

了解救人经过。程成林边回忆当时的

过程边表示：“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我会游泳，情况紧急，救人最重要。”

□本报记者 冯刘克

不久前，一场热闹喜庆的婚礼在荥阳市乔楼镇聂楼社

区举行，亲戚朋友们纷纷走进社区的移风易俗餐厅就餐。

“儿子的婚礼在移风易俗餐厅办，既简单又热闹，既节省又

不丢面子。”新郎的母亲张霞高兴地说。

聂楼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保留说：“以前村民办酒席喜欢

攀比，为了‘面子’伤了‘里子’，现在在移风易俗餐厅办酒

席，群众办宴席省钱、省力、省心，又促进了乡风文明建设，

一举多得。”

2019年，聂楼社区投资15万元建设移风易俗餐厅，设

置30张餐桌，水电费全免。红白理事会制定统一宴席、烟

酒等标准，不按要求举行仪式者，不予提供服务，同时该家

庭不能参与本村的一切评优评先活动。两年来，从最初的

党员干部带头在移风易俗餐厅办理红白事，逐步扩大到全

村群众。2020年，聂楼社区在移风易俗餐厅办理红白事、

满月宴、老人寿宴80余起，节约资金120多万元。

“以前红白喜事都是大操大办，费力又费钱，现在村里

的红白理事会帮忙张罗，啥都按标准执行，节约省事！”说到

红白理事会，王村镇房罗村村民感触颇深。目前，荥阳市各

村实现了红白事理事会全覆盖，红白事大兴简约之风，受到

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

破除陋习，新风日渐。如今，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讲排

场的少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多了；餐桌上，铺张浪费的

少了，省吃俭用的多了。“反对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反

对大操大办，提倡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在荥阳蔚然成风。

近年来，荥阳市把移风易俗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抓手，坚持市级创建文明城市、乡村创建文明村镇、农

户创建文明家庭“三级联创”，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兴家强

国”、创建“文明庭院”等主题活动，建章立制、立体宣传、典型

引领，引导群众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培育文

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如今，城乡遍开“文明花”。

□本报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符浩

“这些天，我和儿子是白天睡觉，夜里

加工炒茶。”4月6日，记者见到淮滨县占

龙茶叶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罗占龙时，

他刚起床。

来不及寒暄，他便张罗着给我们泡了

一杯刚刚炒制好的茶叶，记者望着水中舞

动的嫩叶，再看看一脸疲惫的罗占龙，“茶

香”来之不易。

在淮滨，淮河“走到”邓湾乡罗营村

时，拐了一个“U”字形的弯，留下冲积平

原400亩。

近年来，罗营村另辟蹊径，利用淮河

滩涂气候湿润的特质，大力发展茶产业。

“我们隔河眺望潢川县种茶大乡踅孜

镇。你看，这段河面，每到早晨六七点钟

时便雾气缭绕，犹如一层薄薄的细纱蒙在

河面上，太阳一出来这些雾气便落到了河

两岸上的茶树上，这些雾气随之被茶叶全

部吸收。”罗占龙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种

的茶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罗营村土壤属于潮土土类、灰潮土

亚类灰两合土和灰淤土交混土壤，磷、钾

等矿物质元素丰富、质地沙黏适中、土酥

绵软、耕层深厚、保水保肥、耐旱耐涝，特

别适合茶树生长，出产的茶叶白毫显露、

味香醇厚。”原河南省公安厅驻罗营村第

一书记李胜利专门请来专家，为罗营茶做

了科学验证。

这里的茶宛如养在深闺里的佳丽，其

美名不外扬。现在正是新茶上市的时间，

在罗营村，随处可见提着茶兜儿的村民，他

们有的忙着赶往茶林，有的赶往茶场炒制。

记者在罗占龙的茶场里看到，机器声

轰鸣不断，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茶箱……

“家里的人都爱喝淮滨茶，我上午10

点来到这里，到下午5点，共采购了60多斤

鲜叶，准备让罗老板炒制好带回去。”市民孙

芳在茶场里不停地筛选铺在地上的茶叶。

“为抢占市场，我们注册了‘淮春’牌

茶，经多次外出考察、改良品种，我们的茶滋

味鲜爽、香气浓烈。”罗占龙说，“这茶在市场

上俏销，可以卖到广东、福建那边，经广东那

边的客商可以卖到越南、老挝等国家。茶，

已然成了我们村一项脱贫致富的好产业。”

靠着种茶和到合作社打工，罗营村村

民罗志甫，把一座破败的农家小院改造成

了两层小楼，日子过得美滋滋。

“现在，依托淮滨县占龙茶叶种植专

业合作社，邓湾乡共发展茶林1000多亩，

茶香飘四方。罗营村正积极打造一批有

资质的农家饭店，主推村子里出产的茶林

鸡、桑林鸭、淮河鱼等特色菜。”邓湾乡党

委书记杨昌兴说。

□本报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师乐梁浩杰

“乡亲们，大家好。

今天播报的党史故事是

《草鞋走出的长征》，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平均不到

100米，就会有一个红军

倒下……”3月29日，新

野县王集镇东元村的“小

喇叭”再次响起，与往常

不同的是，“播音员”换

了，内容也换了。

“小喇叭”的播音员

是东元村老党员郑尚礼，

51年党龄的他得知新野

县纪委监委驻村工作队

准备用“小喇叭”播报党

史，第一个报名参加。别

看他今年71岁了，有着

20年教龄的他播起党史

故事来字正腔圆、表情丰

富、拿捏到位。酷爱读书

的他对党史也颇感兴趣，

主题故事化、故事人物

化、人物细节化更是他播

报党史故事的鲜明特点。

“以前觉得党史离我

们很远，现在每天通过‘小

喇叭’听党史故事，发现党

史其实就在咱们身边，比如红军长征经过

广东省仁化县城口镇恩村，那里的乡亲们

不但开门迎接红军进村休整，还捐粮捐钱

给红军补充给养，现在听着还是很感人。”

在地头忙着备耕的村民于桂青一边听着

“小喇叭”广播一边感慨道。

“‘小喇叭’广播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挺

方便的，我也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平常都

是通过‘小喇叭’广播来了解党史的。”66

岁的老党员史群合指着村部上的“小喇

叭”说，今年喜逢建党100周年，他计划通

过“小喇叭”广播系统地学习党史。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王正阳韩丰

4月6日，当记者一行走进夏邑县王集乡新庄村103岁

老人李世中的家中时，一眼望去，便被挂在院中的七八只鸟

笼吸引住了。“这只是鹌鹑，这只是八哥，这只是百灵……”

老人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他一边向我们介绍鸟

的种类和习好，一边把玩着一只鹌鹑。

除了额头上布有饱经风霜和岁月侵袭的皱纹、腰杆子

稍有弯曲外，老爷子的精神和气色都挺不错。

1918年出生的老人，养育了3个儿子，如今全家五代同

堂，上上下下有百十口人。不仅人丁兴旺，而且家庭非常和

睦，用老爷子的话说：“家里百十口人没有不听我话的。”

从旧社会到新中国，老人见证了百年的风雨变迁，经历

了人生的沧桑坎坷，受尽了苦难，也有说不尽的幸福生活。

“现在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种地不要钱，还给补助；贫困

不用怕，还给你补贴；看病不用愁，还能给报销，这都是共产

党领导得好。”老人感慨万千。

谈起老人长寿的秘诀，兄弟三人共同认为，还是心情占

一大部分，兄弟妯娌不生气，儿女子孙孝顺听话。老人平时

爱吃肉，高兴时一顿还能吃一个小烧鸡。平时白天一顿一

个馒头，晚上喝点奶粉吃点饼干。前段时间大孙子带老人

去医院检查，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他比现在好多年轻人的

身体还好呢。”二儿子李兰增说。

除了这些外，还有遗传基因，老人的姊妹均高寿，平均

年龄90岁。社会因素，老人年轻时生活特别苦，十三四岁

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犁地、喂牲口，非常能吃苦。为人热

心，爱操心，老人所在的村庄，是个人口大村，全村男女老少

有将近1500人。从老人中青年时起，他就在村里张罗红白

喜事，深受村民们的爱戴。老人从50多岁的时候喜欢上

“把鹌鹑”，直到现在每天都喜欢出门散步、遛鸟、“把鹌鹑”。

如今，103岁的李世中，眼不花、耳不聋，每天还要走一

里多路，偶尔还会骑着小三轮车到周边逛逛，遛遛鸟，与邻

里聊聊天，尽情享受着新时代美好幸福的生活。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高会鹏屈效东

宁陵县阳驿乡焦林坡村村民朱士玲

永远不会忘记“春分”这个日子。18年前

的这个日子，她在山东省济宁市打工的

丈夫崔秀河因煤气中毒在该市医院治

疗。朱士玲闻讯赶过去。虽然医生努力

地抢救了两个月，但崔秀河还是成了植

物人，此后，在床上一躺就是18年。

厄运侵袭这个家其实是在20年

前。那年春，朱士玲8岁的大儿子突然

高烧不止，经宁陵县人民医院医生诊

断，大儿子患的是白血病。夫妻带孩子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为大儿子治病大半

年，花去4万余元，仍没保住孩子的命。

为还债，丈夫不得不外出打工，债

务未还完，丈夫却成了植物人。从此8

亩承包田要朱士玲一人料理，一儿两女

要她抚养照顾，一切家务要她承担。

她每天5点起床，做好早餐先喂丈

夫。接下来，给丈夫喂药，洗刷丈夫的

尿布、脏衣服。

丈夫成了植物人仍需吃药打针，有

一段时间，有一种药物在本县药店买不

到，朱士玲就骑自行车直奔商丘。她在

市区转了几家药店，直到下午4点才在

道北一家药店买到此药。

为增加收入，朱士玲在家养起了肉

牛和母猪，在地里支起大棚种上了葡

萄，又种上瓜果蔬菜。

2008年秋，厄运再次降临这个家

庭。她18岁的大女儿在外打工，突然

患了病毒性脑炎，虽抢救一个月，但未

能保住性命。

家里再苦再难，朱士玲都不让儿女

辍学。2012年，朱士玲的二女儿考入

商丘医专，2015年又通过专升本被新

乡医学院录取，现已成为宁陵县妇幼保

健院的一名医生。她的小儿子也考入

开封大学机械专业。

朱士玲一家的遭遇，经媒体报道

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宁陵县阳驿乡

政府为使她家脱贫，把她一家全部纳入

低保。宁陵县委、县民政局、县妇联领

导多次到她家探望。本村群众两次为

她家捐款6000多元。

如今，有了惠农政策的帮扶，再加

上朱士玲的种植养殖收入及儿女都有

合适的工作，她家不仅脱了贫，还在前

院盖起了上下8间小楼。

18个年头，6000多个日日夜夜，

这个数字对于朱士玲来说有点残酷。

18年已耗尽了她的青春年华，18年的

坎坷也给她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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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妻子照顾患病丈夫18年

近日，河南省福彩中心接连迎来信阳、洛阳

双色球大奖得主，分别领走902万元、784万元

奖金。其中，信阳彩民在众人期盼中，时隔半个

多月，终于领走属于自己的好运。

4月6日，在众人的猜测中，时隔16天，信阳

双色球902万元大奖得主李先生（化名）现身领

奖，他凭借一张复式6+5票，命中双色球第

2021030期902万元大奖，出自信阳息县老汽车

站对面41650508福彩投注站。“主要是家里有

点事，耽搁了，今天才来领奖。”李先生说，他购买

彩票有四五年了，平时喜欢购买双色球，有时机

选，有时自己选号，全看心情。而此次他命中大

奖的彩票，是他自己选的号码，“还是很有成就感

的，领奖后，我打算做点小生意，开始新的生活。”

好运无独有偶，4 月 4 日，双色球第

2021035期开奖，洛阳彩民吴先生（化名）凭借

一张10元单式票，命中784万元奖金，出自洛

阳 市 洛 龙 区 展 览 路 宝 龙 批 发 市 场 北 门

41030063福彩投注站，再现大奖福地。4月7

日，吴先生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取了这注大奖。

吴先生表示，他的购彩经历有些特别，3

年前他戒烟之后，选择开始购买双色球，一方

面是本着为福利事业做贡献，另一方面也是

给自己买个念想。“最喜欢的是双色球，我还

习惯守号，这组号守了有一年时间了。”吴先

生说，虽然一直梦想着中大奖，“但没想到的

是，来得这么快，以后我还会继续购买双色

球，争取再中个大奖。” （豫福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