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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商水县图书馆向新世纪学校捐赠图书" 当日!县图书馆共为学校捐赠了#伊索寓言$%&爱的教育$等图书

#$$

余册'

!

月
"%

日是第
&'

个(世界读书日)!商水县图书馆开展了(世界读书日%图书进校园)活动!以捐赠图书为切

入点!充实学校课外阅读资源!推动(阅读生活化)和书香社会的形成*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刘飞 魏红 摄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王鹏

飞 董珍"

!

月
&&

日下午#由周口市委统

战部$商水县委统战部牵头 #台湾海明

寺寻根团一行
!$

余人在明光法师的带

领下向商水县汤庄乡大赵悟明爱心小

学捐款
&$

万元% 在捐赠仪式上#明光法

师代表海明寺寻根团向汤庄乡大赵悟

明爱心小学赠送了学习用品$体育用品

和玩具等# 并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树

立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以优异的成绩

回报社会#做祖国的栋梁之材%

据悉#此次海明寺寻根团是自
"$$(

年以来第二次向悟明爱心小学进行捐

赠% 商水县领导向寻根团介绍了该县的

宗教文化$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情

况#明光法师代表寻根团对商水县近来

的发展表示了充分肯定%

此次活动的开展# 促进了两岸宗教

文化$根亲文化交流#加快了统一战线事

业的发展# 为商水县文化教育事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

商水新闻组版编辑!窦 赢 王辛泉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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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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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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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高玉

贵" 为推动商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

月
&'

日#县委书记

孙敬林$ 县长马卫东带队赴县委书记的

好榜样&&&焦裕禄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兰

考县#拜谒焦裕禄纪念园#参观焦裕禄纪

念馆#重温焦裕禄事迹#追思焦裕禄的崇

高风范%

&'

日上午的焦裕禄纪念园#天高云

淡#泡桐繁茂#松柏苍翠%拜谒仪式上#孙

敬林$ 马卫东代表大家向焦裕禄陵墓敬

献了花篮#在三鞠躬之后#绕陵墓慢行一

周#并向烈士墓行注目礼#表达了对焦裕

禄的敬仰和怀念%

在焦裕禄纪念馆内# 大家聆听了焦

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 瞻仰了他生前工

作和生活的大量遗物和图片% 一件件饱

经风霜的物品#一幅幅感人至深的图片#

生动再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访贫问苦$

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的动人场景#

展示了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 爱护人民

群众$关心人民群众)不退缩$不畏惧#坚

持实事求是$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不为

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工作

作风以及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为人

民鞠躬尽瘁$ 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

终生的光辉业绩% 在焦裕禄纪念馆门口#

孙敬林带领大家重温了入党誓词%

踏着焦裕禄同志的足迹#孙敬林$马

卫东等领导先后深入到黄河故道东坝

头$焦裕禄纪念林!焦裕禄总结出防风治

沙办法的发源地"$焦桐!焦裕禄亲手栽

种的泡桐"等地#现场考察了焦裕禄同志

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内涝$治盐碱的

光辉事迹%

在学习考察过程中#考察团成员边

听$边看$边想$边议论% 孙敬林指出#要

认真学习兰考县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

经验做法#查漏补缺#准确把握教育实

践活动的总体要求$实践载体$重点对

象$组织指导原则#以更高的标准$更好

的效果# 不断把教育实践活动引向深

入%

通过参观#焦裕禄的感人事迹让每

位领导干部无不为之动容# 党的好干

部$人民好公仆的光辉形象深深镌刻在

每个人的脑海中#大家对焦裕禄精神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纷纷表示#要以焦

裕禄同志为榜样#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契机#始终坚持为民$务实$

清廉#做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

部% 要始终牢记肩负的历史使命#从焦

裕禄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把焦裕禄精

神铭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自觉加

强党性修养#为建设和谐商水$平安商

水$宜居商水作出应有的贡献%

商水县处级干部赴兰考学习焦裕禄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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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全县百村集中整治动员会在商水影剧

院召开%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商水县正

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进一步深化'转作风 $促和谐 $惠民生 (

活动#对百村集中整治活动进行动员部

署% 县委书记孙敬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

讲话% 会议由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李德来主持%

孙敬林指出#实施百村集中整治活

动#是商水开展的 '转作风 $促和谐 $惠

民生(活动的延续和深化 #也是商水县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自

选动作(% 开展百村集中整治活动是以

推动农村发展为核心#以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

点# 挑选
&$$

个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社

会治安混乱 $信访不稳定的村 #集中时

间$集中人力#开展整治活动 #狠抓 '双

基双治(!即抓好基层 $打好基础 #一手

抓法治$一手抓德治"#维护社会安定有

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真正把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为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环境%

孙敬林强调#这次百村集中整治活

动涉及的人员多 #社会关注度高 #必须

严肃工作态度 $严谨工作作风 $严明工

作纪律#确保不走过场$不图形式% 工作

队员入村后#当好 '六大员 (!教育实践

活动的指导员 $ 基层组织建设的帮建

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 $社会治安的管

理员$访贫问苦的调查员 $推动经济发

展的服务员"#并通过多种方式#全面了

解所驻村实际情况#深入分析所驻村突

出问题# 并根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明

确工作重点 #制订整改方案 #确定工作

目标#建立工作台账#做到一村一策$一

村一案%

孙敬林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

党员干部一定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

感情下到基层#真正把感情带下去$把情

况带上来# 把身心带下去$ 把民声带上

来#把责任带下去$把信任带上来#把思

考带下去$把思路带上来#在工作中检验

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为加快商水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上 #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张森对

商水县百村集中整治活动进行了专题

部署%李德来就会议落实进行了安排部

署%

孙敬林在全县百村集中整治动员会上要求

实施百村整治工程
夯实社会稳定根基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高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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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下午#县委书记孙敬林先后

深入到平店 $袁老 $魏集等

乡镇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他强调#

乡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重点是解决'最后

一公里 (的问题 #各乡镇要

切实提高直接服务群众$直

接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水

平#真正做到情况第一手掌

握 $ 矛盾问题第一时间调

处#切实为老百姓的生产生

活$发家致富起到一定的引

导促进作用%

在平店乡东邓店村调

研时#孙敬林希望该村要着

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 # 对于环境卫生整

治#村干部和党员要带头作

表率#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参

与#让老百姓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同时要采取多种措

施 #形成长效机制 #为老百

姓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在平店乡

敬老院# 孙敬林与老人们亲切交谈#了

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询问他们是否适应

敬老院的生活 # 并给院民送去了慰问

金%

在魏集镇许寨村调研时#孙敬林对

该村利用秸秆和牛粪大力发展双孢菇

种植表示满意#同时希望许寨村要不等

不靠 $自力更生 #发挥村级产业发展互

助社的作用 #加大奶牛养殖 $双孢菇种

植$劳务等产业发展力度 #努力在自力

更生$团结和谐$精神面貌$发家致富方

面作表率%

调研中 #孙敬林指出 #要充分认识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围绕如

何扎实有效开展好活动进行思考#认真

学习#吃透精神#全面把握好活动要求)

认真调查摸底 # 掌握党员队伍实际情

况 #把参加学习的范围搞清楚 )认真征

求意见#把问题找准#即查即改#立行立

改#让群众满意)要做正确的事情#不能

有任何含糊 #同时要正确地做事#不得

弄虚作假#搞形式$走过场%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邓宏安 司留闯"

!

月
&4

日# 县长马

卫东一行轻车简从#深入到姚集乡段

堤村走访困难户$村企业家$党员$群

众#了解群众所需#解决群众困难#破

解发展难题#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马卫东首先到困难户家中进行

走访#与他们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状况$ 生产生活状况等#并

发放了调查问卷% 随后#马卫东来到

段堤日光温室园区#零距离与蔬菜种

植户交谈#了解棚菜种植情况$技术

指导$销售情况等%最后#在段堤村教

育实践活动基地举办了座谈会#该村

'两委(班子$村民代表$党员代表$企

业家代表和部分群众代表参加座谈

会%

'我这次来# 就是想听听大家的

想法和意见#大家畅所欲言#有啥说

啥% (听到马县长的开场白#与会代表

们纷纷打开了话匣子%大家围绕日光

温室发展现状$土地流转$农田水利$

村容村貌改善$医保社保等方面提出

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现场气氛活

跃% 马卫东边听边记#并不时进行询

问#要求相关单位及部门及时解决代

表们反映的问题#主动做好与群众的

沟通交流工作% 他要求#把群众的意

见和建议进行梳理归纳#深入查摆问

题#积极整改落实#务求取得实效%

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后# 马卫东详细介绍了当前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背景和

重大意义%他指出#姚集乡主导产业基

本确立#正在向蔬菜集聚地方向发展%

专业合作社要团结起来# 打造产业基

地)要拓展园区范围#突出主导产业#

把日光温室产业做大做强) 要不断加

强村级班子建设# 努力打造一支高素

质的基层村级干部队伍# 为村级经济

发展与群众致富奠定基础%

孙
敬
林
深
入
部
分
乡
镇
调
研

马卫东深入姚集乡走访群众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耿协

金"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商

水县以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开展为契机#及时成立了督查暗

访小组 #采取多种措施 #对全县各乡镇

和县直单位的党员干部进行明察暗访%

督查暗访组采取常规检查与突击

检查相结合$普遍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

合$ 定期检查与随机检查相结合的方

法#对全县党员干部落实'八项规定(和

执行 *全县干部作风建设 '十条禁令 (+

情况进行督查暗访% 同时#县纪委监察

局组织
&$

个督查暗访组# 对发现的违

规违纪人员和责任单位#给予党政纪处

理#严格责任追究#并在全县通报曝光%

在此基础上# 约谈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要求举一反三 $引以为戒 #积极开展自

查自纠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杜绝违纪

现象发生%

活动开展以来#全县已组织集中督

查暗访
4

次#督查暗访单位
&$)

家#通报

责任单位
%%

家# 通报违规违纪人员
(!

人#没收违规使用公车
"

辆 #对午间饮

酒的一名公安协警予以责令辞退%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商水县把畅通

信访渠道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 #及时开通民生热线 #方便群众向

党委和政府提意见 $提建议 $反映合理

诉求%

据了解 # 该县开通的信访民生热

线#号码为,

()*+,-)

#六部电话可同时接

听来电#坚持
+-

小时全天候值班#热线

受理中心严格按照 *信访条例 +进行登

记备案$督办$回访#确保每一个电话信

访事项都能依法律$ 按政策妥善办理%

这样 #既能节约信访成本 #基本实现群

众上访'零成本(#又可以减免信访干部

走访的奔波之苦#实现与广大群众沟通

零距离%

商水县委群工部副部长马振华表

示#商水县民生热线受理中心将认真秉

承群众利益至上的理念#热情接听每一

次来电 #热心受理每一件事项 #切实架

起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打造

便捷高效解决群众信访问题的新渠道%

商水开通民生热线

商水作风纪律督查暗访动真格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连日

来#商水县广大干群掀起了以防治

病虫害为主的麦田管理热潮#力夺

小麦丰产丰收%

当前# 麦田蚜虫已经发生#个

别地块属于重发 # 另外小麦纹枯

病也处于高发病期% 这一时期#麦

田管理主要是要做好蚜虫和纹枯

病的防治% 在商水的田间地头#农

民抓住有利时机 # 针对有病虫害

的地块#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

据了解 #商水县委 $县政府坚

持把抓好粮食生产作为夯实农业

基础的主攻方向#有效整合小农水

项目 #挖沟修渠 #加强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 #坚持良种良法配套 $农机

农艺结合 # 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

程# 实现了夏粮连续
*.

年增产丰

收# 年粮食总产保持在
+)

亿斤以

上 #

+../

年以来连续五年被评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闫治凯 刘天浩" 连日来# 商水县练

集镇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动员指导农

民群众积极防治蚜虫$红蜘蛛$纹枯

病$白粉病和赤霉病虫害#组织人力

拔除田间杂草#科学管理#为今年小

麦丰产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该镇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的练

集镇小麦中后期管理领导小组#印

发了 *练集镇小麦中后期管理技术

明白纸+

&4$$

多份#依托镇计生人口

学校#先后组织培训
%

次#培训人员

%$$$

多人次#镇$村干部
"$$

多人次

到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指导%

该镇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

社# 以种粮大户和科技示范户为依

托#实行小麦植保专业化统防统治#

示范带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好小麦

中后期田间管理工作% 全镇
"%

个行

政村#村村都组建了帮扶队#特别针

对计生困难户$ 低保户和留守妇女

家庭等提供服务# 确保全镇所有麦

田病虫害都能得到有效防治# 确保

小麦稳产高产%

截至目前#练集镇小麦'一喷三

防(面积达
#

万多亩#人工除草
%

万

多亩#抗旱保墒面积达
"

万余亩%

在商水县平店乡一条繁华的街道

上#临街一个烟酒门市部#地理位置优

越#前来送货$购物的人络绎不绝% 然

而#二楼的房间内却家具陈旧#最值钱

的是一台上世纪
'$

年代很流行的旧电

视$影碟机以及一个'半自动(洗衣机%

床上躺着一个病人#一股药味弥漫了整

个房间%

这里的主人叫刘新红#是平店乡平

店村人% 他和妻子李鲜兰于
&'4'

年结

婚#婚后育有两女一男% 当时#他们在自

己居住的小镇上开了个饭店#并精心经

营#幸福日子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天有不测风云% 在
"$$4

年#李鲜兰

突患尿毒症# 配型换肾花去医疗费近
"$

万元#不但用掉家中所有的积累#也欠下

不少的外债# 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陷入

了困境% 妻子的病倒#使家中生活的重担

全压在了丈夫刘新红一个人的肩上#老

人需要赡养#妻子需要看病#子女需要上

学% 据刘新红讲#现在#李鲜兰的医疗费

每年需要五$六万元#一个儿子和一个女

儿现在正在郑州上大学# 小女儿正读高

中% 为了生计#在邻居的帮助下#他开了

这家烟酒门市部# 算是勉强裹得住家庭

开支%

面对困境#刘新红不离不弃#妻子长

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他既要经营店面维

持生计#又要四处奔波为妻子寻医问药#还

常年为妻子梳洗$端饭送水%在刘新红的精

心照料下#李鲜兰所用的被褥十分干净#屋

内除了有药味#没有其他任何异味%提起丈

夫的贴心伺候# 躺在病床上的李鲜兰流出

幸福的泪水#不太清晰但却淳朴的话语#更

道出了发自她内心的感激,'遇上刘新红#

这辈子值了#死了也没啥遗憾% (

刘新红起早贪黑# 苦心经营烟酒门

市部#照料卧病在床的妻子#供养三个读

书的孩子# 用男人坚强而有力的肩膀撑

起了一个完整的家%他的行动#激励了子

女#感染了乡邻#也传遍了十里八村% 对

这个不幸的家庭# 人们投来的目光中不

仅有同情#更多的是赞许和敬佩%

'妻子常年有病在床# 丈夫对她不

离不弃地悉心照料#使妻子李鲜兰在精

神上很乐观% 同时#刘新红为三个孩子

撑起了一片天#让孩子们生活在幸福快

乐中% 孩子们也很争气#先后考上了大

学% 刘新红的精神难能可贵#是我们大

家学习的榜样% (平店乡妇联主任刘瑞

感慨地说%

记者感言!

这对患难夫妻六年来的风风雨雨

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大爱与坚持!从

"$$4

年李鲜兰患病至今!丈夫刘新红付

出很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责任与亲

情就是家庭内核*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

旦夕祸福!家庭也是一样的!不管出现

何种危机! 责任都会牵引着家庭的航

船继续前行* 对家庭的责任也就是对

社会的责任! 希望大家都能热爱自己

的家庭*

本报讯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罗景

山" 近日# 商水县环保局组织执法人员

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 '环保服务进企

业(活动#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了个好头# 受到企业界的好

评%

送法律% 该局执法人员向企业负责

人讲解了最新颁布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律

及行业标准#并发放了*关于环境污染犯

罪司法解释及案例选编+$*河南省减少

污染物排放条例+$*河南省环境污染防

治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等宣传材料%

查问题% 该局坚持现场检查和宣传

教育相结合# 面对面地对企业负责人进

行环境安全教育#帮助企业牢固树立'隐

患险于事故#防范胜过救灾(的理念%

听民意%该局转变工作作风#向企业

发放征求意见表#征集意见和建议#不断

加强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 提升企业

满意度%

解难题%该局把搜集到的
"&

条意见

和建议进行梳理# 采取党员干部挂包重

点企业的措施# 面对面帮助企业解决遇

到的环境管理难题# 为企业提供环境咨

询$ 事项帮办等服务# 使企业在强根固

本$做强做大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商水掀起麦田管理热潮

练集镇切实加强小麦中后期管理

台湾海明寺寻根团
向爱心小学捐款

"记者走基层 美丽乡村行#之六

大爱撑起苦难的家
!

记者 岳建辉

县环保局真心服务企业

本报驻商水记者站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热线!

&%#'"""$&'(

邮箱!

*+,-5670&(%123.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商水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和群

众一起干农活!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努

力实现党员干部转作风+人民群众得实惠%各项事业大发展的目标"图为市%县妇联干

部在商水县平店乡周王村(幸福家庭行动)示范基地了解蔬菜产销情况"

记者 岳建辉 通讯员 赵永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