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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他（她） 千万家关爱关爱
新县

温暖温暖
博爱县孝敬镇

为深入开展“学抓促”专项学习活动，近日，

郑州市管城区邀请行业专家到区属国有企业建

中集团召开现场授课研讨会。引导国有企业对

标先进，增强市场化运营，助推国企高质量发

展。

近年来，区属国有企业建中集团在管城区

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落实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要求，坚持“学抓促”工作走深走实，成果

突出。截至 2022 年年底，建中集团资产总规

模近 196.3 亿元，主体信用评级 AA 级。随着

改革的持续推进，集团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基

本制度全面覆盖、队伍建设成效显著、考核指

挥棒作用充分发挥的集团改革顶层设计框架清

晰呈现。 （张瑞刚）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明奇 宁迪
陈帅鹏）“公司致力打造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

目前拥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农科院

等院校的 12人博士服务团队，与国内多家公司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舞阳医药化工产业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1月 3日，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强说。

去年以来，舞阳县着力做到引进与培养并

举、留住与用好并重，实现人才引育数量、质量

双提升。“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工作完成持

证人数1.77万人，占去年目标任务的106%。

该县出台了《舞阳县人才引进工作暂行办

法》等 20余项政策文件，由县级财政每年安排

不少于 150万元作为人才工作专项经费，已招

录（聘）各类人才294名，签约何倩倩、华志广及

权凯博士团为县里提供乡村治理、能源系统及

肉羊品种培育方面的技术指导和实践帮扶 30

余次。

在此基础上，舞阳县建立本县户籍在外人

才信息库，收录舞阳籍在外优秀人才信息 1600

余条，为新引进大专以上毕业生落实安家费和

生活补助 20多万元，总投资 2.8 亿元的金大地

人才公寓项目一期工程已交付使用，总投资 2.5

亿元的阳光新城人才公寓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住房1412套。

与此同时，该县坚持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

会议，2022年以来，累计培养高技能人才 8500

人次。教育部门组织 2987名教师参加“国培计

划（2022）”学习、162 名教师参加省培学习、

4445 名中小学教师参加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培

训；在全县建立了 10 个名师、名医、名家工作

室；聘请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高级实验师程雁

教授和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李波博士开展

线上香菇种植培训，培训乡土人才400人次。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王珩

在一桌餐筵上，一鱼三吃、五吃可

能不是个新鲜事，但“一鱼十吃”尚不多

见，而鲁山县磙子营乡小杜庄村宝林第

一楼饭店主人张建军不但创出了“一鱼

十吃”的做法，甚至还把一条鱼做出了

36种做法，吸引众多食客前去品尝。

1月 2日中午，在宝林第一楼饭店

里，一桌客人正在品尝饭店的特色菜肴

“一鱼十吃”，只见一张大桌子上，盘盘

碟碟盆盆内全是一条鱼做出的色香味

俱佳的鱼制品，令人眼花缭乱。

“说是‘一鱼十吃’，其实我们饭店

现在已经把一条鱼做出36种吃法了。”

张建军自豪地说。

今年52岁的张建军原在市属一家

企业上班，2003年下岗后先是在老家

宝林村开了一家饭店，当时也是以大众

菜品为主，2020年饭店搬迁到邻近的

小杜庄后，才开始探索推出“一鱼十

吃”。

“饭店搬过来不久，一位客人带着

一条十四五斤重的大鱼来到饭店，问能

不能加工一下炸个鱼块、炖个汤啥的。

我看到这么大一条鱼，光是炸个鱼块、

炖个鱼汤太可惜了，就试着做了一道冰

花鱼球、一道宫保鱼、一道椒盐鱼排端

上了桌，结果客人反映不错，连连称

赞。”张建军回忆道。

而张建军也从中受到了启发：老家

就在白龟山水库边，附近村里养鱼户不

少，村民也经常在水库里捉到大鱼。自

己开饭店多年，有了稳定的客源，如果

推出一条鱼的多种吃法，肯定会受到更

多食客的欢迎。

凭借自己十多年的厨艺和心得，张

建军逐渐摸索，把一条大鱼分部位制作

出鱼头泡饼、剁椒鱼头、鱼头豆腐汤、清

蒸鱼排、鱼鳞冻、凉拌鱼皮、清蒸鱼腩、

剁椒鱼腩、豆豉鱼腩、宫保鱼、冰花鱼

球、芝麻鱼球、锅仔鱼杂、富贵鱼肠、口

味鱼肠、锅仔鱼泡、水煮鱼泡、椒盐鱼

骨、麻辣鱼骨、孜然鱼骨等，大块鱼肉则

做成菊花鱼、风味烤鱼、水煮鱼、酸菜

鱼、百花鱼等。

“做‘一鱼十吃’，一般都是10斤以

上的鲜活鱼才行，我们是当场杀鱼当场

制作，既做出多种吃法又保证了味道鲜

美。”张建军说。

张建军在饭店附近建了个小鱼塘，

专门临时放养大鱼。“白龟湖的渔民和

当地的养鱼大户，逮到大鱼后一般都会

卖给我。我曾用一条30多斤重的大鱼

做了28道菜。”张建军说。

由于深受食客欢迎，2021年张建

军在磙子营乡所在地的街上开设了一

家分店，2022年中秋节前又在湛河区

开设了另一家分店，继续主打“一鱼十

吃”。张建军说，目前他的厨师团队还

在研究新的菜品，争取在一条鱼身上推

出更多的吃法。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米可李培新

郏县渣园乡范寨村农民张金生 60岁时

放下锄头拿起笔，潜心进行戏曲剧本等创作，

先后出版了《鱼塘风波》《岁月印痕》《民间歌

谣集》三部著作，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多姿

多彩。“我的生活比着以往确实好哩很，我感

觉很知足，儿女们也孝顺，以后我还要一如既

往地创作，继续写下去。”1月4日，张金生说。

张金生，1948年出生于渣园乡范寨村，

因家中贫困，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帮父母干农

活儿。成家后，他和妻子养育了 4个儿女。

尽管生活艰辛，可从小喜爱曲艺的张金生心

中总有一团火在燃烧着。十里八乡唱夜戏、

请说书戏，白天农活儿再累他晚上也要跑去

看。看过戏、听过书，他都会写下观后感。平

时得到一本戏剧书，更是常常点着煤油灯读

到深夜。

近年来，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儿女

也相继成家立业，张金生的创作欲望更加强

烈了。他每天都坚持收听收看《新闻联播》和

戏曲节目，一有灵感，就把身边发生的事写成

喜闻乐见的河南坠子，和村里艺人一起传唱。

“张金生通过这几年的精心创作，出这几

本书，比较接地气，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范寨

村党支部书记张根志说。

2008年，张金生过完60岁生日后，儿女

说啥也不让他再干农活儿，他有了充裕的时

间来写曲了。他把一名农妇在集会上因参与

竞猜上当受骗的事创作成河南坠子《李老婆

上当》，提醒人们不要贪便宜。作品在当地传

唱后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在全市文艺作品评

选中获得了二等奖。他以真人真事为原始素

材，创作了戏曲剧本《三子孝父》，在全市文艺

作品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写一部戏需要近一个月。白天事情多

坐不下来，只有晚上才能专心写作。”张金生

说，为不打断创作思路，尽快完稿，他常常是

通宵达旦地写作。完稿后拿到县文化馆请那

里的老师提意见。就这样，张金生在艺术创

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0多年来，张金生创作出河南坠子、现

代戏、古装戏、小品等体裁的作品100多件，

其中有30多件在全市文艺作品评选中获奖。

近年来，张金生担心跟不上迅速发展

的社会形势，就制定了学习计划，把看电

视、读报纸、上网作为学习的大课堂。遇到

重大的国内外新闻报道和专家评论，他认

真记下来；遇到社会反响大的热点事件，他

认真构思，以歌谣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受

和见解。

2022 年重阳节，张金生的第三部著作

《民间歌谣集》顺利出版。该书汇集了他多年

来创作的民谣、谜语、歇后语、谚语、幽默小故

事等。

“张金生的作品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散

发着田野里花草的芳香，为我们送来了难能

可贵的精神食粮。”渣园乡党委副书记朱艳丹

说。

目前，张金生正在挖掘发生在范寨村的

民间故事，力图用生动的笔触记录这个古老

村庄的沧桑历史。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阳东）“帮

我包饺子、打扫卫生、刷碗……她都做得有

模有样，看到她的这些成长，平日里的辛苦

都没有了，真的很高兴。”1月 2日，确山县

特殊教育学校培智二年级学生家长王莉欣

慰地说。

连日来，确山县特殊教育学校利用学

生居家期间，结合实际，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训，倡导“以生活教育为基础、以康复

训练为关键、以艺体活动为亮点”的课程理

念，将居家防疫、生活技能、运动康复、家务

劳动等内容纳入线上教学，实施“一班一

策，一生一案”，开展全校学生居家课程训

练活动。

该校充分利用学生居家与父母相处的

契机，积极征得家长配合，科学安排，把培

养学生自立、自理、自信、自强能力贯穿线

上训练的始终。老师们从细微处着手，借

助语音、视频和 PPT等多种形式，开展亲

子互动活动，将亲子游戏和康复训练相结

合，让家长在互动中看到孩子的成长，也

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高质量的陪伴；开展

居家生活技能训练活动，指导学生动手穿

衣、叠被、刷牙等，让学生学会照顾自己，

提高自理能力；开展家务劳动活动，安排

学生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增强

学生的家庭责任感，在劳动中体会家长的

辛劳。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杨娜娜）“大礼包内有布洛芬片、

Vc片、润喉片、酒精、药品使用说

明书，还有一张服务联系卡，有什

么困难，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月 3日，博爱县孝敬镇齐村网格

长许利平向独居老人叮嘱道。

寒冷冬日，孝敬镇齐村村民许

洪元心里却温暖如春，近日，他和

许多困难群众一起，收到了孝敬镇

暖心配送小分队送来的“爱心健康

包”。

强化健康帮扶，帮助温暖过

冬。自焦作市党建带群建“六帮六

助”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博爱县孝

敬镇成立了由村“两委”干部、驻村

第一书记、网格长、网格员、联户党

员等组成的 28 支暖心配送小分

队，动员快递站、爱心企业工作人

员参加配送队伍，为 65岁以上老

人、计生特殊家庭、“三类家庭”等

群体入户发放“爱心健康包”，保障

困难群众健康过冬。

科普健康知识，养成良好习

惯。冬日是疾病高发期，针对高龄

老人、有基础性疾病等人群，孝敬

镇开展了“送医下乡”义诊活动，为

老年人免费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等

服务，科普冬季多发疾病预防和日

常保健常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

张贴联系卡片，拉近党群距

离。为落实“民呼必应”，切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拉近党群情感

距离，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开展“入

户大走访”活动，向辖区群众发放

“六帮六助”服务联系卡，在卡片上标明联村

干部、“两委”干部、村医、联村干警等姓名和

电话，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步路”。

目前，孝敬镇已为辖区群众发放“爱心健

康包”5000余份、服务联系卡5000余张，辖

区弱势群体全部覆盖，整改走访中发现的安

全隐患 5处，为 10户困难群众发放取暖设

备。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张中华 张
朝晖）“从取模到安装只用了两个多月，服务

送上门还不用花一分钱！感谢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这套全新的假肢是我‘迈’向新生活的

最好礼物！”1月3日，修武县郇封镇东常村村

民薛林有高兴地说。

薛林有双腿残疾30多年，使用多年的假

肢需要更换，经多方了解，从假肢取模到安装

适配时间长、程序多，费用更是需要数万元，

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更换假肢。

不久前，在修武县残联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薛林有申请到了免费适配假肢的机会，专

家针对他的截肢部位和伤残程度进行精确测

量取模，今年元旦假期刚过，残联的工作人员

就为薛林有送来了新假肢。“残联对我的帮助

太大了，‘私人订制’的假肢不但穿戴舒适，行

走也更加灵活。”薛林有说。

为将党建带群建“六帮六助”专项行动

落到实处，近日修武县残联先后为 14名肢

体残疾人免费安装了全新的假肢。安装现

场，技术人员详细询问残疾人的身体状况，

结合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需求进行诊断和评

估，详细讲解假肢的日常护理及使用注意事

项。

近年来，修武县残联通过积极争取各方

资金支持，已为全县80余名残疾人免费安装

了假肢，减免各项费用40余万元，得到了广

大残疾人及其家属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县里的税务部门

通过上门宣传和线上辅导，让我

们企业及时了解最新的税收优

惠政策，缓解了资金压力，享受

到政策红利，真的要为他们点个

赞！”1月 3日，谈起政府优化营

商环境的举措，新县联兴高温节

能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付迎迎

兴奋不已。

不单单是新县联兴高温节

能材料有限公司，新县税务局在

优化营商行动中，充分发挥“项

目管家”的作用，采取“点对点”

精准解读可适用的税收优惠政

策，细致辅导，跟进企业涉税需

求，帮助多个企业享受到政策红

利。

新县税务局创新纳税服务

举措，推进纳税服务标准化、规

范化、便捷化建设，着力推动便

民办税服务举措落实、落地、落

细。在利用税收大数据的优势、

密切跟踪企业、为企业提供量身

定制个性化服务的同时，进一步

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持续为企业发展增信

心、强底气。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不折

不扣地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对重点纳税企业开展‘点对点’

辅导，对照政策逐项抓落实，对

照纳税企业需求逐一做好服

务。”谈及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

业发展时，新县税务局党委书

记、局长鲁明强思路清晰。

在老区新县，助企纾困、优

化营商已遍及各个行业。电商

行业的河南省山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该

县农产品上行单量补贴政策中，舒缓了经

营压力，降低了运营成本，在企业发展中获

得了一针“强心剂”。除此之外，新县工业

行业、新型农业、文旅研学、消费餐饮等都

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该县营商政策的支

持。 （李振阳聂建武陈海）

1月5日，平顶山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驻郏县王
集乡雨霖头村第一书记李振
亚等来到监测户郝秋环家
里，为她送上常用药物和防
护用品，并仔细叮嘱她用药
方法和注意事项。

吴京翰 摄

1月3日，宁
陵县纪检监察干
部深入逻岗镇查看
今年的无土育苗、销
路、种植等情况，现场
通过网络、电话等帮
助菜农解决160万株
甘蓝苗、菜苗销售等
难题。

吕忠箱 摄

1月 3日，安阳商都农商银行举办了以“大展宏
‘兔’，决战百天”为主题的开门红夺标誓师大会，吹响
新年第一场战役的冲锋号角，号召全体干部员工提振
精神，奋勇争先，誓夺2023年首季开门红的全面大胜。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孙会利杨柳杏 摄

1月4日，宝丰县商酒务镇孙官营村包村干部与
村干部一起，上门为村里刚刚评选出的2022年度好
媳妇李树芳颁发锦旗和慰问品。2022年，该村结合
“五星”支部创建，以民主推荐、走访邻里、入户了解等
方法对评选出的好媳妇、好婆婆、好家庭等10户村民
进行表彰慰问，并为他们送去锦旗和米、面、油、被子等
慰问品。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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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订制”助残疾人迈向新生活

修武县残联 确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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