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贺书
云 孙静）近日，洛宁县 2022年“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宣讲会在城郊乡坞西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

宣讲会上，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获

得者赵玉峰、河南好人符少武、第八

届洛阳市道德模范高朝辉分别结合

各自工作和生活实际作了精彩宣讲，

展示了道德模范们平凡而又真实的

生活，令在场的听众深受感动。他们

的感人事迹，诠释了文明与道德的力

量，弘扬了时代新风尚，传播了社会

正能量。

本报讯（通讯员李学通 陈向华
记者李燕）今年以来，夏邑县歧河乡积

极发挥统战优势，团结引领乡域内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返乡创业，围绕“想干

事者有平台、能干事者有舞台”这一中

心思想，不断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创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非公有

制企业，让其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

动能。

此外，歧河乡还开展“非公有制企

业之星”“非公有制企业示范项目”评

选活动，大力宣传非公有制人士诚信

模范、典型事迹等，营造非公有制人士

创业、兴业、敬业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王改正

挺拔的身板，黢黑的脸庞，朴实的

笑容……11月 8日，记者见到驻村（社

区）第一书记张明时，他已浑身上下满

是乡土气息。

2019年3月，省财政厅干部张明被

委派到新蔡县古吕街道东湖社区担任

第一书记。三年多来，他扎根基层办实

事，做乡亲们的贴心人，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谱写了一曲奉献

之歌。

党建引领赋动能

上任伊始，张明把调查研究、摸清

底数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他白天

黑夜连轴转，用脚步一遍遍丈量着东湖

的每一寸土地。

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张明在

配合街道党工委配齐社区居委会“两

委”班子的同时，与省财政厅干部教育

中心党支部开展了结对共建活动，并组

织带领社区居委会“两委”班子、党员学

习充电。建立党员联户工作机制，定期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制订民主监督、

财务公开、优秀党员评选等规章制度，

让党组织作用强起来。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东湖社区居委

会“两委”班子战斗力大大提升，干群活

力有效激发，人心齐了，干劲足了。

扎根基层办实事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

必行之。”这句话写在张明的帮扶日记扉

页上。驻村以来，他时刻提醒自己扎根

基层要多做好事实事。道路硬化、饮水

安全、群众就业……一个个民生项目落

地见效，这些好事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

上。

东湖社区紧邻商业中心，具有区位

优势，张明十分注重激发东湖优势：与

电商公司合作，对年轻人进行培训，发

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举办多期就业创业

技能培训班，并到商超、饭店联系就业

岗位，扎实做好群众稳岗拓岗工作，使

东湖社区务工人数一直稳定在500人

以上；探索房屋租赁、土地入股等模式，

每年为社区居委会带来21万元的集体

经济收入。

同时，他积极争取省财政厅支持，

协调资金数百万元，为东湖社区新建

了党群活动中心、文化广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日间照料中心、青年民兵之

家等，不仅让群众办事更便捷，而且密

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持续打好志智双扶“组合拳”，积

极开展“好媳妇”“好婆婆”“文明星级

户”等评选活动，让广大干部群众心里

热起来、干劲鼓起来，共同奔向美好新

生活。居民张玉平介绍说：“闲暇时，

我们都会去农家书屋看看书、去文化

广场健健身，这日子真是越过越舒

心。”

三年来，张明先后协调资金上百

万元，为东湖社区居民新修了2.8公里

的道路；安装了 360盏太阳能路灯；居

民家中实现了县城自来水和深水井双

管网供水……

真情赢得群众心

在入户和群众扯家常时，张明总会

把每一户群众的家庭状况、所忧所思所

盼，记在心坎上，也记在驻村日记里。

居民赵春光因父亲患有重病，不能

外出务工。张明主动联系离东湖社区

不远的一家市场，为赵春光找到一份汽

车销售的工作，每月收入3000多元。

居民熊志中家，前几年日子一直过

得紧巴巴的。张明知道他会烹饪手艺

后，帮他考察附近餐饮市场，鼓励他开

个餐馆。目前，熊志中的餐馆因为服务

周到、味美价廉，生意一直不错。

三年多来，东湖发生了美丽蝶变。

谈起这名驻村（居）第一书记，古吕街道

党工委书记张涛深有感触地说：“张明

书记有激情、有能力，是乡亲们认可的

干实事的好书记！”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阳
东 黄彭）“自从县司法局给我们村配

了法律顾问，难事再也不难了……”11

月 8日，提到村里的法律顾问，确山县

竹沟镇竹沟村村民就赞不绝口。

2021年，河南精锐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志友受确山县司法局指派，担任

竹沟村法律顾问。刚一到任，刘志友

就帮助村民王某等三人，要回了被拖

欠五年的工资。

近年来，确山县司法局把村居法

律顾问工作作为惠民工程重点抓，实

现了全县 202 个村居法律顾问全覆

盖，并定期组织村居法律顾问开展法

律咨询、矛盾化解、法治宣传等服务。

目前，该县多名村居法律顾问累

计为群众进行法治宣传 5场次、提供

法律咨询 120人次、出具法律专业意

见书30份，提供法律援助案件116件、

参与纠纷调解处理15起，切实满足了

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海
楠）“这盘是5.0粗细的钓鱼主线，纯手

工制作，每盘都用 PE棉线结加固，结

实耐用，钓30斤重的鱼完全不是问题

……”11月 9日，在宝丰县李庄乡渔具

电商综合直播基地，35岁的闪庄村村

民翟文静正在热情地向观众介绍如何

绑制鱼线。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区位优势，

积极招商引资，发展渔具电商，先后建

设了李庄乡渔具电商直播基地、渔具

电商孵化基地、渔具电商综合基地。”

李庄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直播带货

只是产业链条上的一环。为解决供货

问题，我们还建设了生产线，进行鱼线

鱼钩等渔具加工，下一步还将搭建起

集物流、仓储、销售于一体的服务平

台。”

一个月前，翟文静参加了该乡

渔具生产销售企业举办的渔具加工

和直播培训，如今她串一个太空豆

只需两三秒时间。“每天抽空干几个

小时，就能绑 300多盘、挣 50多元，

再加上直播的收入，每月至少能挣

2500元，还不耽误照顾家！”翟文静

高兴地说，“现在俺村人都争着做渔

具电商哩！”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叶全花

11月 8日，在鲁山县张良镇 329

国道北侧的康亨食用油加工厂里，工

人们忙着把成箱的香菇酱搬上货

车。“工厂主要生产小磨香油、辣椒

酱、香菇酱，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产

值2000多万元。”工厂负责人康国森

自豪地介绍说。

康国森今年56岁，老家在鲁山县

瀼河乡邓寨村。20世纪 90年代，康

国森在张良镇张北市场附近开了家

香油作坊，采用传统的“石磨水代法”

生产小磨香油，后来又推出了辣椒

酱。由于注重产品质量、诚信经营，

他生产出的小磨香油和辣椒酱总是

供不应求。

2010年，看到生意越来越好，但

是作坊产能却十分有限，康国森在

329国道北侧租地建起了厂房，注册

了“康亨”牌商标，规模生产香油和辣

椒酱。后来，康国森看到人们爱吃香

菇酱，加之鲁山盛产香菇，就推出了

香菇酱，产品刚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

欢迎，销量不断增加。

“明年，准备对生产车间进行升

级改造，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年产

值突破3000万元不成问题。”康国森

信心满满。

□许金安 张龙龙

11 月 10日，洛阳市孟津区朝阳

镇琪琪生态园，负责人姚书谦正组织

群众采摘最后一批猕猴桃。

20世纪 70年代出生的姚书谦是

一名退役军人。2012年，姚书谦怀着

“我富你富大家富”的目标，回到朝阳

镇南陈村，投身特色果木种植。他投

资 500余万元，建起了占地 500亩的

琪琪生态园，建成温室大棚十余座，种

植猕猴桃、葡萄、石榴、火龙果、樱桃等

十余种果树，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

果。他种出的多种水果，在第二十届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第十六届全国

农产品（上海）交易博览会和第四届河

南洛阳名特优农产品（上海）展销周

上，获评金奖和最佳农产品。

在运营中，姚书谦不断完善配套

设施和生态种植模式，逐步走上了生

态化、集约化、科技化、机械化的发展

道路，通过农业观光体验、亲子采摘

游等活动，拓展了销售渠道和服务模

式，提高了产品附加值。目前，琪琪

生态园年营业额300万元，吸纳就业

100余人，助推了当地乡村振兴。

张明 当好乡亲们的贴心人

禹州市李境涛 从“当兵的人”到“果树达人”

洛宁县

好人故事深入人心

确山县村村都有法律顾问

夏邑县歧河乡

“统战+”助力乡村振兴

行长追回骗款

好丈夫周来印

宝丰县李庄乡 村民争做渔具电商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胡瑞琪 张群生 姚朋卫

11月 8日，记者到正阳县寒冻镇

翁岗村采访时，发现村民们提起周来

印，都夸他是位好丈夫。

周来印今年 63岁，1978 年应征

入伍，服役期间屡受嘉奖，1982年退

役后，与本村女教师王长英结婚，生

育了一双儿女，日子过得幸福甜蜜。

十四年前的一天，王长英突发脑

溢血，紧急送往医院时，已不省人

事。检查发现，王长英脑干大量出

血，生命垂危，经过抢救总算保住了

生命，但却成了植物人。

两个多月后，周来印带着王长英

回了家。看到妻子的情况，周来印经

常暗自落泪，但在妻子面前却表现得

非常坚强。

周来印总是想方设法给妻子做

可口的饭菜，然后加工成流食，一小

勺一小勺地喂给妻子。白天，他用轮

椅推着妻子去人多的地方，逛超市、

看演出；夜晚，他经常给妻子按摩、翻

身，擦洗、涂抹护肤品。在照顾妻子

的同时，周来印总是会不停呼唤妻子

的名字，期盼奇迹能够出现。如今，

王长英已卧床十几年，但却一直气色

较好，身上没有异味儿。

经过周来印的精心护理，王长英

目前已稍有意识，看到丈夫整天忙里

忙外、精心照顾，不由得感动落泪。

□通讯员 苗育才 李学通
本报记者 李燕

11月 5日下午，孙先生给夏邑县

马头镇邮政储蓄银行送来一面锦旗，

上面印着“客户至上服务好及时挽损

效率高”。

事情还得从 11月 5日上午说起。

当日上午11时许，孙先生急匆匆地赶

到马头镇邮政储蓄银行营业大厅，对工

作人员说：“刚才，我接到邮政储蓄银行

的电话提示，说我的银行卡今天资金交

易频繁，我怀疑有骗子盗用了我的银行

卡。”正在营业大厅为客户提供服务的

该行行长徐耸快步走了过来，与孙先生

沟通了解情况后，帮他打印出银行卡对

账单，并协助他报警。

随后，徐耸指导孙先生拨打中国银

联和支付宝客服电话，告知所有操作均

非本人进行。接着，徐耸帮助孙先生查

清了资金去向：原来有人使用孙先生的

银行卡，在电商平台购买了多部手机，总

价8.69万元，约定下午1时配送。时间

紧急，徐耸立即指导孙先生申请退款。

中午 12时 35分，孙先生收到一

条邮政储蓄银行发来的退款短信。

他激动地喊了起来：“徐行长，我的钱

回来了！”

鲁山县康国森

生产调味料 产品销全国

孟津区姚书谦

打造百果园 带富众乡邻

唐河县侯梦丽

身残志更坚 勇闯电商路

1111月月66日日，，固始县固始县
迎来了第四届迎河柑橘采迎来了第四届迎河柑橘采
摘节摘节，，在柑橘小镇电商直播间在柑橘小镇电商直播间
里里，，固始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竹固始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竹
学军学军（（右右））正在推介迎河柑橘正在推介迎河柑橘。。胡胡
族铺镇迎河集村种植柑橘历史悠族铺镇迎河集村种植柑橘历史悠
久久，，目前种植柑橘目前种植柑橘11..88万余株万余株，，其其
中中 3030 年以上的老树有年以上的老树有 365365 株株，，
从事柑橘种植从事柑橘种植、、加工的农户达加工的农户达
300300余户余户。。 姚华丽姚华丽 李傲李傲 摄摄

11月9日，商水县胡吉镇纪委干部在北陈村大棚里，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刘荣宣了
解草莓生产管理和创业政策落实情况。近年来，胡吉镇出台了协调政府贴息贷款、提供
技术和信息服务、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等一系列措施，使300多名返乡农民工在家门口
实现创业就业。 乔连军 摄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丰兴汉

“谢谢朋友们点赞，欢迎新进直

播间的朋友们……”近日，在唐河县

郭滩镇张官营村一处农家小院，一个

长相清秀的“无腿女孩”正在直播带

货。

这个失去双腿的女孩就是侯梦

丽，在旁边帮工的是她失去双手的丈

夫张海华。

“国家的电子商务政策，让我们

搭上了电商直播带货这趟车，如今月

收入三千元左右。”侯梦丽乐观地说。

九年前，侯梦丽遭遇车祸，下肢高

位截肢。她强忍着疼痛，用残肢学会

了走路。后来，侯梦丽和张海华组建

了家庭，考虑到今后的生活，夫妻俩决

定进行直播带货。

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夫妻俩没

少走弯路。当地残联和镇党委、镇政

府经过协调，介绍创业能人免费指导

他们进行网络直播和电商销售。夫妻

俩肯钻研、善学习，很快便掌握了网络

直播的技巧。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化红军 康晓灿 徐嘉

“这边种的主要是猕猴桃，有10多

个品种；那边的20多亩地，主要种的是

柿子、桃、梨……”11月 11日，在禹州

市磨街乡刘门村润泉家庭农场，“农场

主”李境涛正在为前来采摘的游客介

绍各类果木。

“这段时间，可以采摘的主要是柿

子，我这园子里仅柿子品种就有20多

种。这种名叫‘太秋’的甜柿，吃起来

嫩、脆、甜、无渣，口感特别好，成熟前

就被订购一空了！”李境涛介绍着，黝

黑的脸庞浮现出了丰收的喜悦，“今年

甜柿育苗试验也很成功，接到省内外

不少地方的订单，仅卖果木苗一项，纯

利润就在4万元以上！”

熟悉李境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

敢想敢闯敢拼的人。2002年 12月，李

境涛参军入伍，因表现优异，曾记“集体

三等功”一次，荣获“优秀士兵”“优秀士

官”等称号。2006年，他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2007年12月，李境涛退役后，

辗转多地打工。他深知，要想成就一番

事业，光有一身硬功夫不行，还要有知

识有技能，于是凭着退役军人吃苦耐劳

的坚韧干劲，李境涛在外地工作期间就

不断钻研各种果树种植技术。

李境涛告诉记者，自己的家乡刘

门村享有“中原柿乡”的美誉，先后有

落花甜、黑柿、香柿等100多个品种在

这里安家落户，“刘门柿子”品牌远近

闻名。面对家乡得天独厚的优势，李

境涛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先行一步，在

发现和培育优质果木苗上下功夫，闯

出一片不同的天地。2011年，他回到

家乡开始创业，流转100多亩土地，搞

起了苗木培育。

为了培育出更多样更优质的果木

苗，他多次到山东、陕西、江苏、浙江等

地考察，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学习林间

管理知识，引进优良品种。经过几年的

摸索实践，他先后引进了国内外果木新

品种100多种，能够适应本土规模种植

的就有18个大类近160个品种。慢慢

地，李境涛的园子成了汇聚各地特色果

木的“百果园”，既有大兴安岭的“山茄

子”“蓝腚果”“野蓝梅”，也有湖南的“布

福娜”和云南的“羊奶果”。李境涛也因

此成了远近闻名的“果树达人”，附近果

农遇到技术问题，都来找他帮忙解决。

“在部队的时候，我就常常想为家

乡做一些事情。”李境涛说，自己的梦

想不仅是要成功创业，还要带动乡亲

们一起致富。2016年，他注册成立了

润泉家庭农场，带动了周边更多村民

栽种果树增收致富。他介绍说，每年

果树的养护、修剪、采摘，都需要不少

人手，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个人来农

场干活。

“之前，村里安排俺做保洁员，现

在又多了一份果园的活儿，境涛一天

给俺开80元工资！”正在农场里除草的

村民高巧霞乐呵呵地说。

“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退役

军人，脱下军装，职责犹在。生态休闲

观光农业前景不错，我准备在‘农业+

旅游’融合发展方面找找新路子，带动

更多乡亲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

应有力量！”李境涛信心满满、干劲十

足地规划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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