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邵海华马承恩李腾飞

他今年27岁，当村支书才半年多时

间，就使尉氏县大马乡郭家村的面貌发

生了很大变化。他倾其所有捐资修路，

带领村民绿化村庄。他带领的村“两委”

班子是全县年龄结构最年轻的班子之

一，平均年龄32岁。他叫郭雷雷。

郭雷雷2018年入党，是党员队伍的

新兵，但他勤奋学习，有致富头脑和带富

本领。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根

据本村实际情况，给自己制定了长期的

学习计划。他认真学习《民法典》，熟悉

了如何依法调解家庭中出现的赡养、婚

姻、继承等方面的纠纷，了解了如何依法

调解山界林权纠纷、土地流转纠纷、征地

拆迁安置纠纷等。

作为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他虚心

向老党员和包村干部学习农村工作方法

和基层工作经验，同时，他发挥年纪轻、

知识更新快、计算机操作熟练的优势，认

真把脱贫攻坚后重点人群监测排查、扶

贫项目资金管理及扶贫成果分类整理归

档，将原来一些纸质资料电子化，为乡村

振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数据支撑。

由于村内基础设施不好，有些路泥

泞不堪，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担任村

支书以来，郭雷雷自掏腰包6万多元，为

村里修了400多米水泥路。带领干部群

众加宽进村道路，先后栽种2800多株海

棠、女贞、楸树，对空心院、生态廊道进行

绿化。在他的带动下，村“两委”干部捐

资30余万元，对全村道路拓宽绿化，开

挖下水道，架设路灯，建文化广场。

郭雷雷说：“我们这一届村干部虽然

年轻，但改变郭家村落后面貌的决心很

大。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我们要给郭家村

1600多名村民一个舒适、宜居、干净、靓丽

的村庄，实现村庄美、村民富、环境优。”

□本报记者丁需学

4月9日，郏县龙山街道大观堂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的霍梦菲和志愿者在为老

人们义务理发。

霍梦菲和老人结缘，是从她和老公

张龙攀一起创办老年人养护服务公司开

始的。

张龙攀2011年大学毕业后参军入

伍，退伍后，在郑州先后从事房产销售、

商场管理等工作，2015年和霍梦菲喜结

连理，婚后两人一直在郑州务工。2017

年，家中老人突患重病，作为家中独子的

张龙攀不得不回家照看老人。在照顾老

人的那段时间，他学习了很多护理知识，

也开始关注养老方面的政策。

如何在照顾家人和发展经济之间找到

结合点？他开始有了创业的想法。2018

年，他动员妻子一起返乡创业，注册成立了

郏县天佑益康老年人养护服务公司。

创业初期，资金、场地、人才等各种

问题接踵而来。作为返乡创业人才，从

创业开始，龙山街道一直给他们很大支

持和鼓励，落实各项返乡创业优惠政

策。2019年，街道把正在运营的大观堂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交给他们管

理。随后，街道又帮他们申请了创业贷

款，让日间照料中心的运行越来越上规

模，帮助公司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

2020年，夫妻俩又投入200余万元进行

了扩建，增设床位56张。

张龙攀和霍梦菲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聘用的员工均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妇

女。通过开设养老护理培训班，提升员

工的业务能力，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

联合郏县残联，成立了“阳光家园”残疾

人服务队，定期到重度残疾人家庭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累计服务达1万余人

次。

经过3年的发展，张龙攀已经是拥

有46名员工的专业化养老服务公司的

总经理，日间照料中心入住的老人达80

余人，同时服务周边老人200余人。

谈起未来，张龙攀充满了希望：“我

们准备再筹划一个医养结合综合体项

目，为老人提供全方位服务，切实解决老

年人、残疾人的日常生活照料问题，让他

们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和阳光。”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纪仲岩

4月8日上午，驻马店市烟草公司

卷烟物流配送中心突然来了一群人，

其中一名中年女子见到59岁的配送

工包玉宪时，一下扑了上去，紧紧抱着

老包的脖子说：“恩人，我终于找到你

啦，你让我找得好苦呀……”

这名中年女子姓赵，是驻马店市

驿城区水屯镇新王庄村人，当天在家

人陪同下，专门给她的救命恩人包玉

宪送锦旗。

3月30日傍晚，赵女士在驻马店

市滨河公园散步时，不小心跌入河中，

因心中害怕加上不识水性，挣扎中的

赵女士慢慢向河心滑去……

刚刚完成当天卷烟配送业务的包

玉宪途经此地，听到岸边几位老人“有

人落水，快救人啊”的喊叫声，包玉宪

想都没想，一边脱下身上的衣服，一边

朝赵女士落水的栈桥处疾奔，“扑通”

一声跳入水中，凭借着小时候在池塘

里练就的游泳技术，奋力将赵女士救

上岸来。

此时，消防救援和120急救人员也

先后赶到。大家把赵女士送上救护车，

包玉宪穿上衣服，悄悄离开了现场。

赵女士在医院醒来后，第一时间

就要见自己的救命恩人。家人说，除

了现场一名围观群众用手机拍下的一

张恩人上岸的照片外，没人知道他的

姓名。

“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位救

命恩人。”于是，赵女士在落水处挂出

“寻找恩人”的条幅，还把围观者拍摄

的照片制作成小视频，在网上社交平

台寻找救命恩人。不久，有人认出这

个跳河救人不留名的英雄就是驻马店

市烟草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即将退

休的配送工人包玉宪。

4月8日一大早，赵女士就找人制

作了一面写有“见义勇为品德高尚”几个

大字的锦旗，在家人的陪同下，赶到驻马

店市烟草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人命关天，哪容我多想？我脑子

里当时就一个念头：救人！我早一分

钟下水，她就少一分钟危险……”说起

当天救人的情形，憨厚的包玉宪说，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不会袖手旁观，不

值一提。”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姚华丽张继全

“这没什么，谁看到了都会救的！”

4月11日，在勇救一名落水儿童后，面

对落水儿童家长的千恩万谢，固始县

黎集镇南元村59岁的村民肖恩满朴

实地说。

4月10日下午4时许，身患胃癌

的肖恩满从郑州一家医院化疗回来，

路过梅山中干渠大堤时，突然发现30

米宽的干渠水里有一名男孩在拼命

挣扎。水性不大好又病着的肖恩满

毫不犹豫，纵身跳入3米多深的冷水

中。慌忙中，肖恩满忘记了上衣口袋

里还装着手机、现金、医保凭据、身份

证……他奋力游到落水男孩身边，一

只手紧紧抓住男孩的衣服，用头将男

孩顶起，另一只手使劲地划水，拼尽

全力往岸边游去。到岸边时，肖恩满

使出全身力气把男孩顶上岸。由于

反作用力，肖恩满身体下沉，呛了一

口水。这时，肖恩满已精疲力竭，情

况危急，幸亏附近有村民听到动静，

纷纷赶来救起男孩，并把肖恩满拉上

了岸。

落水男孩今年6岁，父母在外务

工，他在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事发

前，孩子趁爷爷奶奶在忙家务，自己跑

到干渠大堤上玩耍，不小心落入水中。

本报讯（记者杨青通讯员张建伟）

“您好，我是新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

监督员，请问您是樊先生吗？您于2021

年4月1日在新密市不动产登记办事大

厅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事项，今天给您

来电，对您进行回访，了解您在办理事项

过程中的感受，以便我们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请问您现在方便接

听电话吗？”

“方便啊，现在办证速度真是太快

了，上午递交的资料，下午就领到证书

了，工作人员很热情很暖心。”

这是4月8日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与服务对

象樊先生的电话回访对话内容。

据了解，自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以

来，新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把群众满意

不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

持问题导向、服务导向、群众满意度导

向，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并建

立不动产登记回访机制，积极开展不动

产登记回访活动，问需于企、问计于民，

以回访倒逼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

工作人员每周随机抽取10件已办

结的各类不动产登记卷宗，根据卷宗档

案里留存的服务对象的联系方式，对窗

口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业务能力、办事

效率、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回访，倾听群

众心声，实时掌握群众满意度，并建立回

访台账，详细记录受访人对服务窗口及

具体经办人的综合评价。

针对回访中发现的问题，新密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建立责任清单，限期整改

到位。据统计，今年以来，新密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电话回访服务对象110余人

次、上门走访3次，群众满意率达99%；

收集意见建议2条，已全部整改到位。

新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回访强化自我监督
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见习记者张
惟一）“拎包入住，干净舒适，非常方便，

现在上课更安心了。”4月11日，在济源

市王屋镇愚公学校的教师宿舍，老师卢

家鑫高兴地说，周转房面积35平方米，

空间虽然不大，但南北通透、阳光充足，

卧室、厨房、卫生间齐全，还配备了基本

的生活设施。

在济源，入住周转宿舍的农村教师

有359名。

近年来，为了让农村教师“进得来，

留得住，干得好”，济源将教师周转宿舍

建设作为民生实事大力推进，相继出台

政策方案，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改善

农村教师住宿条件，稳定农村教师队伍，

让农村教师安心从教。济源市先后投资

1999万元，在15所农村中小学校建成

教师周转宿舍344套，有效解决了359

名教师的居住问题。从“蜗居”到安居，

如今，周转宿舍成为济源市农村教师的

“幸福房”。

济源把新建和改建教师周转宿舍、

农村教师保障性住房纳入民生实事，计

划新建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宿舍130

套、改建382套，拟投入建设资金3141

万元。

“今年的教师周转房项目正在积极

推进，新建项目将于5月20日开工，改

建项目将于7月1日开工，确保建设质

量，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力争让农村教师

早日住上安全舒适的‘幸福房’。”济源示

范区教体局项目办副主任张明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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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工救人不留名
赵女士苦寻救命人

男孩堤上玩耍不慎落水
重症病人奋不顾身救人

济源市

农村教师住上“幸福房”

年轻村支书郭雷雷

小夫妻的养老事业

人 事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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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符浩 李啸尘）近来，淮滨县王店

乡3万亩紫云英花绽放，成为春日里田间最

美丽的一道风景线。“这天气非常适合和朋

友一起来踏青，这美美的紫云英花闻起来好

香呀。”4月12日，淮滨市民李林欣和他的朋

友一起，在王店乡袁店村紫云英基地里不停

地转换拍摄角度，玩得开心。

紫云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植物，根部

比较肥大，具有抗旱等特性，生长在温暖湿

润的环境中。“过去村民种植紫云英，觉得成

片的花海很好看，却不知道可以卖钱，收获

后放在那里沤肥，现在大家都知道紫云英的

经济价值了。紫云英不但可以作为绿肥作

物，还可以作为饲草料，营养价值高。”王店

乡党委书记吴晓玲告诉记者。

“我村黄金荣家今年别的庄稼都没种，

全部种上了紫云英，一亩紫云英能产300斤

左右，按照市价每斤10元来算，收入很可

观。”袁店村村民杨恩义说。

紫云英蜂蜜性甘平，有益于消化系统，

能减轻胃部灼热感。每年春季，王店乡处处

可见养蜂人。“我从新乡来。自2015年开

始，我到这里采蜜已经6年啦。这里紫云英

花资源丰富，采的蜜也纯正。这里的群众朴

实、好客，乡里对我们也很关照。”养蜂人刘

世明带着家属，不停地忙碌，“每天的工作量

太大了，采的蜜多，我家的蜂巢都不够用

了。”

近年来，淮滨县巧打组合拳，在提高土

壤肥力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结合实际，

提出“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绿色农业同步

发展，打造生态文化旅游区”战略，依托淮南

湿地保护区，将王店乡冬闲田有效利用，大

力推广种植紫云英，提高了土地使用价值，

富了群众，美了家园，助推了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见

习记者张惟一通讯员朱子豪）

“远方的客人快下马，请您尝

块哈密瓜，这里的人民最好客，引你走进这绿色的家

……”4月11日，在洛阳天堂明堂和九洲池景区，闪现

了一批载歌载舞的来自新疆哈密的小哥哥小姐姐。

他们拿起手鼓唱起歌，在牡丹花丛中刮起强劲的“丝

路风”。

据了解，哈密市在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受邀来洛

阳，进行豫哈文化旅游和经贸交流合作。洛阳是丝绸

之路东方起点之一，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文

化底蕴厚重。哈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一个多元文化荟萃的交融之地。洛阳和哈密两座城

市以花为媒，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在文旅

产业发展上携手并进。

为给洛阳牡丹花会添加别样风采、展现哈密文化

和艺术风情，哈密歌舞团给游客带来了《我和我的祖

国》《我们新疆好地方》和《请您尝块哈密瓜》3首歌曲，

乐队演员们利用民族乐器热瓦普明亮柔和的旋律和

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艾捷克、笛子、扬琴的清新圆润、

刚柔并济的音调，将哈密瓜般的甜蜜传递到洛阳，让

观众们感受到了哈密之甜、新疆之美。

据悉，哈密歌舞团还将参加第39届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专场推介活动，宣传

哈密文化和旅游资源、旅游奖补政策、旅游线路以及

招商引资项目。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

讯员张甜甜 王晴）“以后不用

再跑到洛阳看牡丹了，咱襄城

也有牡丹园！”4月9日，襄城市民王亚鹤说。襄城县

湛北乡尚庄村英姿牡丹园内花开正艳，众多游人在花

间流连、拍照，孩童在花间追蝶，抖音爱好者在花间载

歌载舞。

牡丹园负责人祝慧敏是尚庄村村民，爱花的她从

小便有建个花园的梦想，经过自己的努力，她终于在

2015年建起了50亩油牡丹花园。

为响应建设美丽乡村号召，也为把牡丹园经营得

更好，祝慧敏将20万株油牡丹嫁接成观赏牡丹，形成

了9个花色的牡丹园，各色牡丹花接续盛放，变幻出

“带香的彩虹”。

“目前，白、粉、红3个颜色的牡丹花开得正好，这

些可都是宝贝。”祝慧敏拈花闻香，用手指搓开牡丹花

花蕊，满心欢喜，“花蕊可以制茶，有美容养颜和淡斑

的功效。牡丹根可入药，牡丹籽可以加工成油、酒，制

成面膜、精油、香皂等。再过一星期左右，绿牡丹就开

花了，黑牡丹也将在5月盛开。”

65岁的祝中央在园中已经工作两年，月工资

1500元。他说，以前这半山坡上的地水跟不上，种庄

稼是“望天收”。村民把地租给祝慧敏建牡丹园，1亩

地流转金是700元。现在，守着家就能工作，整天看

看花，心情也是好的。

“员工大都是村中的老年人和脱贫户。实现自己

梦想的同时能带动村民致富，感觉更有意义和干头

了。”祝慧敏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她说，园内共有60个

品种的牡丹花，共计20万株。花开期间，进园观赏票价

为每人10元，65岁以上的老人和身高1.4米以下的儿

童免费入园，算下来，门票收入3万元左右。牡丹籽可

以销售给加工企业，利润2万元。出售牡丹深加工产品

可以收入2万元，出售牡丹苗木也能带来5万元收益。

牡丹园一年能带来十几万元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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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丛刮起“丝路风”

洛阳市

4月11日，在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崔沟村一处农家庭院里，游客在观赏一株“牡丹王”。该株“牡丹王”是1957年从嵩县白云山上移栽到庭院中的，距今已64年。今年这株牡

丹开出了800余朵花，令观赏者连连称奇。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山坡荒地变幻出“带香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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