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片上的小静静背着书包!牵

着警察爸爸的手!胖乎乎的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如右图#$

这位警察爸爸就是项城市东

方派出所所长李亮!如果不是听他

介绍!我们很难将这个笑靥如花的

孩子跟杀人犯罪嫌疑人联系在一

起$ 而杀人犯罪嫌疑人胡某就是小

静静的亲生父亲$

!

月
"#

日!项城市东方办事处

吴营村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项城

市公安局迅速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经过
$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将
!

名

犯罪嫌疑人胡某%时某%郭某全部抓

捕归案$ 虽然命案成功侦破! 但是

参与办案的李亮并没有轻松下来$

按照办案程序!胡某的家也就是作

案现场已经被查封!这意味着胡某

的女儿小静静将无家可归$ 如何给

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让她快

乐成长!牵挂着李亮和几位办案民

警的心$ 经过与学校的多次沟通!

小静静被暂时寄养在学校!生活起

居由老师轮流照顾$

&这个孩子挺可怜的!父母在她

很小的时候便离婚了! 母亲改嫁后

音信全无!唯一的哥哥初中没读完

就去郑州打工!经多方打听也没联

系上$小静静只有
%

岁!我们不愿伤

害她幼小的心灵! 所以没有把她爸

爸的事情告诉她$ ' 谈起小静静的

身世! 这位曾经与歹徒赤手空拳搏

斗的派出所所长! 眼圈有些泛红$

安顿好小静静后! 李亮专程到看守

所找到胡某!商量小静静的归宿问

题$ 尊重胡某的意见! 李亮联系胡

某在商水县老家的兄弟!希望他们

能够给小静静一个温暖的家$ 令人

想不到的是! 胡某的几位兄弟都因

种种原因没有接收小静静$ 正当李

亮为小静静的归宿问题愁眉不展

时!学校又打来电话表示!不能无条

件长期照顾小静静! 希望派出所另

想办法$

当老师把小静静带到东方派出

所时! 小静静牢牢抱住老师的腿大

哭!迟迟不肯下车$孩子撕心裂肺的

哭喊声扯痛了李亮作为父亲最敏感

的神经!他当即把爱人叫到派出所$

李亮的爱人与老师一起陪着孩子一

整天! 最终! 小静静总算停止了哭

闹$ 等小静静的情绪完全稳定了以

后! 李亮和爱人决定把她先领回家

抚养!直至给她找到好的归宿$

初来乍到!小静静跟谁都不愿

说话$ 李亮和爱人更是把一腔爱心

倾注到她身上!对小静静视如己出!

给她做好吃的%好喝的!让自己的亲

生女儿陪她玩$ 相处几天后! 小静

静脸上的忧郁一扫而光$ 从小静静

到家的那一刻!她的一颦一笑总是

牵扯着李亮的心$ 他上班前送小静

静上学!下班后接她放学!在家时还

给她洗头发!即使工作很忙!他也会

抽空给爱人打个电话问问小静静

的生活状况$

李亮的一个亲戚得知这一情

况后!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到李

亮家! 提出了收养小静静的想法$

其亲戚家有两个儿子! 都在大城市

工作!家境十分殷实!这些因素对小

静静的成长有利$想到这些!李亮十

分欣慰! 他又专门赶到看守所征求

胡某的意见$但是!胡某不同意由陌

生人抚养小静静! 只允许自家亲戚

收养$ &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他

就是不同意! 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

见!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李亮说$

一个月过后!从东方派出所传

来消息!小静静的姑姑愿意收养她

了$

&

月
"'

日是分别的一天!小静

静抱住李亮的腿不愿松开 ! 哭着

说(&我不想走!我愿意跟着你们$ '

纵使有一千一万个舍不得!但出于

尊重胡某作为父亲的权利!李亮和

爱人只能忍痛把小静静送上了车$

&等忙完这段时间! 我一定去

商水看看她过得怎么样$ '尽管小

静静离开了自己的视线!但孩子天

真烂漫的身影已经住进李亮的心

里$ 跟李亮一样!我们期待着和小

静静的会面!把爱和温暖继续传递

下去$

)为保护未成年人 !文中小静

静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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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月
!4

日! 项城市

&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活动动员大

会在项城体育馆召开)如上图#$ 会

议提出!要锤炼作风%优化环境%加

压鼓劲!为建设&六个项城'!争当周

口发展排头兵% 争做中原经济区建

设生力军提供坚强保障$

项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黄真伟

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真伟指出! 作风建设暨环境

创优是件大事!必须动真碰硬%严管

重治$ 第一!站高望远!充分认识作

风建设的意义!增强主动性$ 第二!

直击&痛处'!敢于正视不良作风的

表现和危害!增强紧迫感$项城市干

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素质是高的!

干事创业的风气是积极向上的!但

是也要清醒地看到! 干部作风建设

还存有一些突出的问题! 与当前工

作任务的压力相比! 与最终实现奋

斗目标的现实要求相比!极不适应!

亟待转变$ 一是说了不算! 定了不

干*二是庸愦无能!不思进取*三是

要求不严! 人浮于事* 四是不敢担

当!盘算太多*五是心浮气躁!不干

实事$ 第三!真抓实干!高标准严要

求开展各项工作!增强实效性$项城

市&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活动要坚

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原则!二是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原则! 三是坚持抓住关

键%重点突破的原则$

黄真伟强调! 作风建设暨环境

创优是件难事!必须突出重点%抓住

关键$ 第一!坚持思想解放!解决观

念不新%思路不活的问题$ 第二!坚

持发展至上!着力解决事业心%责任

感不强的问题$ 第三! 坚持真抓实

干! 着力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 第

四!坚持健全制度!着力解决效率不

高的问题$ 第五!坚持标本兼治!着

力解决服务不优的问题$第六!坚持

清正廉洁! 着力解决为政不廉的问

题$ 第七!坚持督导问责!着力解决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

黄真伟要求! 作风转变暨创优

环境是件要事!必须凝神聚力%抓好

落实$ 第一!加强领导$ 四大班子成

员要带头讲作风% 树形象! 当好表

率$ 项城市直各部门和各乡镇党政

&一把手'要以更大的决心%花更大

的功夫% 用更多的精力履行好抓班

子%带队伍%正风气的工作!以身作

则!亲力亲为$各级领导干部要敢抓

敢管!敢于负责!敢于碰硬!对反映

出的本机关和下属单位的问题!要

从自身查找原因!总结教训!有针对

性地制定整改措施$ 第二! 抓好典

型$要树立正面典型!推出一批先进

典型当做样板! 注重在工作第一线

发现典型%总结典型%宣传典型%学

习和推广典型! 使广大党员干部学

有标杆%干有目标$要公开曝光一批

查实的工作落实不力% 工作纪律散

漫的单位和个人! 用反面典型警示

人%教育人$第三!强化督查$项城市

委%市政府&两办'督查%机关效能监

察和优化办要采取明查暗访等方

式!加强对作风建设的检查!切实解

决反映突出% 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

展的作风问题! 提高督查工作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要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 新闻单位的监督作

用!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

举报制度!切实构建起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多管齐下%多方参与的督查

工作体系$

黄真伟最后说!作风正人心齐!

环境好事业兴$ 项城要进一步振奋

精神!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求真务实

的态度%一抓到底的决心!深入开展

&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 主题活动!

全力倡导好作风%营造好环境!为早

日实现建设&六个项城'!争当排头

兵% 争做生力军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

项城市委副书记孙鸿俊宣读

了&作风转变暨环境创优 '活动领

导组名单和实施方案$

项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卢海

洋主持会议$

丁集镇%项城市住建局主要负

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

月
"(

日!项城市委副

书记% 市长黄真伟主持召开项城市委常委 )扩大#会

议!学习贯彻周口市&两会'精神和周口市委书记徐

光%周口市市长岳文海%周口市人大主任李洪民%周口

市政协主席穆仁先参加项城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

精神$

周口市&两会'期间!徐光%岳文海%李洪民%穆仁

先等周口市四大班子领导分别参加了项城代表团审

议!对项城当前发展呈现出的&三个很好%三个很大'

的特点给予高度评价$ &三个很好' 就是有很好的基

础%很好的思路%很好的发展氛围*&三个很大'就是有

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潜力%很大的希望$周口市主要领

导站在周口发展大局的高度!明确要求项城要进一步

总结经验!分析差距!发挥优势!主动担起周口发展排

头兵的重任!在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宏伟实践中作

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指出! 徐光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项城的各

项工作!并对项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

思路%奋斗目标%重点任务%精神状态等提出了非常有

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意见$项城一定要紧密结合发展实

际!把周口市&两会'的安排部署落到实处!保持好项

城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劲态势!巩固好和谐

稳定%风清气正的大好局面$

一要抓发展$一是招商引资要再加一把力$要痛

下决心!背水一战!继续发扬&四千'精神!落实&三分

之一'工作法!坚决打好招商引资硬仗$二是项目建设

要再烧一把火$ 要全力加快重点工程的建设步伐!已

经开工和应开工而没开工的项目!要千方百计地加快

推进$三是文化旅游要再添一股劲$ 要积极做好光武

文化产业园的规划审批及组装!抓好&汝阳刘笔业'产

业园建设!改造提升袁氏故居!利用袁氏文化%官会响

锣等品牌!加大文化项城宣传推介力度!不断提升项

城市旅游的品位和吸引力$四是&三违'整治要再紧一

根弦$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以&三铁'精神排除万难!打

赢&三违'整治攻坚战*要加大监管打击力度!对新出

现的&三违'现象给予严厉打击!确保无新的&三违'行

为发生*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三违'整治工作

在周口当典范!走在全省前列$

二要抓作风$一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单项工

作争第一%整体工作创一流!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精

神状态!力争项城早日实现弯道超车$二是勇于担当!

敢想敢干$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各级领导干部必

须直面矛盾!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敢闯敢干!对职责

范围内的工作全权全责全力推进!不等不靠%不推诿%

不扯皮$三是夯实责任!狠抓落实$项城市四大班子领

导要率先垂范!对各自分管的工作!要牢牢抓在手上!

亲自谋划%亲自调度%亲自督查!不见成效不放手$

三要抓稳定$ 各级各部门的政治敏锐性要再强

一些!平时工作要再实一些!驾驭能力水平要再高一

些!确保项城稳定和谐$

四要抓当前$要积极抓好当前三夏工作$三夏要

坚持一个&抢'字%突出一个&快'字!确保颗粒归仓!确保夏粮丰产丰收$要全

力抓好秸秆禁烧工作$ 严格按照领导分包乡镇工作要求!夯实责任!严防死

守!确保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

项城市委副书记孙鸿俊传达了周口市&两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3

文 通讯

员 薛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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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月
2

日!项城市委

副书记% 市长黄真伟带领农业%农

机%林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到永

丰%范集%孙店%李寨等镇察看三夏%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
5

如上图
6

$

黄真伟一行首先来到永丰镇

花卉休闲观光综合开发项目建设

现场$ 在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汇报

后! 黄真伟对该项目创新发展模

式%促进农民增收的做法给予高度

赞扬$ 他要求该镇在下一步工作

中!要积极注重对新品种%新技术

的引进!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种植

业!带动周边更多农民从事特色花

卉种植!促进农民增收$

在范集镇和李寨镇!不时看到

大型收割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作

业$ 黄真伟走进麦田!仔细察看小

麦籽粒饱满度和硬度!询问村民今

年收成怎么样% 一亩能打多少斤%

有多少台收割机下地作业%一天能

收多少亩$ 他指出!目前!三夏生产

已经开始!夏粮丰收在望 !各级各

部门要积极组织好机收会战!抓住

晴好天气!及时抢收抢种!确保夏

粮颗粒归仓$

在范集镇% 李寨镇三夏防火指

挥部! 黄真伟对各镇提前做好三夏

防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并与现场

工作人员亲切握手! 鼓励他们再接

再厉! 抓实盯紧! 做好麦场防火工

作!切实保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孙店镇!黄真伟实地察看了

该镇农田水利和林业生态建设并

给予充分肯定$ 他希望该镇要继续

创新举措!真抓实干!锐意进取!以

大项目促大发展!进一步完善 &田

成方%林成网%路相连%沟相通%旱

能浇%涝能排'的农业新格局!努力

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再上

新台阶$

就做好当前三夏工作!黄真伟

指出!三夏生产是项城市经济发展

中的大事!不仅涉及国家农业生产

稳定和粮食安全!还关系到农民的

收入!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扎实做好三夏工作 !力争

再夺夏粮丰收$ 他强调!要认真做

好秸秆禁烧工作!进一步强化禁烧

责任制!严格落实禁烧制度$ 要扎

实做好宣传工作!让群众深入了解

秸秆还田可以改良土壤结构%增强

地力的道理!确保今夏不发生秸秆

焚烧现象$

黄真伟十分关注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在范集镇%李寨镇新型农

村社区!黄真伟走进村民家 %建设

工地!仔细查看楼房的结构%布局$

当看到社区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

利时!黄真伟非常高兴!对两镇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

高度评价$ 他指出!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是功在当今%惠及后世的民心

工程! 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深刻领会

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

义! 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集

中攻坚!掀起热潮*要树立长期作

战的思想!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质

量建设!始终把建设质量%标准%功

能放在第一位!以对人民高度负责

的精神把每个社区建设成为精品

工程%亮点工程*要完善社区的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让群

众入住使用$

黄真伟强调! 要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 科学制定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的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防止盲目%

无序建设$ 对于硬件设施建设比较

完善%初具雏形的村庄!按照标准引

导其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整治与管

理水平!防止乱搭乱建现象的发生!

把这些村逐步建设成项城市% 周口

市乃至全省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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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项城团委组织项城市住建局青年志愿者到南顿镇开展

助收帮扶活动!为困难家庭送去矿泉水"方便面和助收资金!并帮助他

们收割小麦# 据了解!该市共组建
"'

多支志愿者服务队分赴到需要帮

扶的村"户中去!配合乡镇全力搞好三夏和禁烧工作$ 记者 杨光林 摄

cdefghijkll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

月
&

日!项城市委副书记%市长黄真伟

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到城

区调研城市建设管理工作$

在项城城区交通路! 适逢幼儿

园放学!人车拥堵难行!黄真伟详细

了解造成道路拥堵的原因! 并安排

有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妥善解决$ 当

看到一辆私家车停在路中间时!黄

真伟走上前对车主进行劝说! 车主

表示以后不会乱停车了$ 黄真伟要

求道路交通部门! 特别是交警部门

要加大对城区道路的管控力度!确

保道路畅通有序$

"!%

省道项城至沈丘段道路趋

于老化!路面毁损严重!已不能满

足市民的出行需求$ 在该道大修现

场! 黄真伟详细询问工程进展情

况! 认真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他要求公路部门要高度重视!想方

设法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难题!

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保质保量如期

完工$ 施工单位要科学统筹!周密

部署!在保工期%保安全上下功夫!

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

在驸马沟改造工程项目现场!

黄真伟实地察看了工程进度$ 他指

出!驸马沟改造是一项民心民生工

程$ 当前!要鼓足干劲!凝聚力量!

高水平%高质量建设*要只争朝夕!

争分夺秒!加快节奏!大力推进工

程进度!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稳步

推进*要严把工程质量!倒排工期!

全力破解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高标准%高品位%高质量开

展施工!打造城市新亮点!确保项

目早日建成!早日造福项城人民$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通讯员

李晓升-

$

月
$

日!下了一场雨!丁

集镇干部群众纷纷走出家门!采取

&亲帮邻!邻帮亲'等措施!及时抢

收零星地块小麦!抢种大豆%玉米!

抢栽棉花!掀起了雨后抢收抢种的

高潮$

该镇组织由机关党员干部%青

年志愿者
"'

余人组成的 &双抢'工

作队! 帮助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完

成&双抢'工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及时深入到各村! 面对面为农户提

供优质技术指导! 全力组织发动广

大农民群众抓紧一切时间对已腾

茬地块进行抢种$截至目前!全镇已

帮扶困难农户
"&

户 ! 抢收小麦

!&''

亩!抢种大豆%玉米%棉花
78%

万亩!为全面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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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警察爸爸的故事

!

记者 杨光林 通讯员 田雍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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