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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市民政局组织在职党员志愿者走进
基层社区看望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他们发放爱
心款，让他们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感受到党的关
怀，社会的温暖。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为迎接建党95周年，6月27日，市第一人民医
院党员志愿者医疗队走进我市新城办事处北海路基
层社区开展“医疗保健进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
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朱红军，睢阳区古城办事处人，1985
年求学重庆，毕业后拼搏他乡三十余载，从
技术员到分院副院长，从山西霍州到南海之
滨，从公职到下海，人生几番沉浮，仍不忘
初心，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现任重庆兴达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市商丘商会副
会长。

人生感悟：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创造价
值。

监理，对一般人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职
业。而在 49岁的朱红军眼里，却是那样的亲
切，那样的耳熟能详。因为在这个领域，他
已经学习、工作了三十多年，而且还在努力
工作着。聊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时，他神
采飞扬，如数家珍。采访，自然也在他的回
忆中渐渐展开。

1984年的秋天，朱红军在复习班里，看
着埋头苦读的同学们，心情异常沉重，全班
60多人，他的成绩处于垫底的位置。高考的
失利，更让他郁闷了很长时间。尽管家在城
里，生活条件不错，学校距离他家步行仅需
十分钟，他也不回家，宁愿待在学校里。因
为，他想真正走出去。

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85年高考，他以
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取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该校 2000年并入重庆大学）。四年的大学生

活，他如饥似渴，尽情地汲取知识的营养。
1989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煤炭
部下辖的重庆设计研究院。生活在大都市
里，工作单位好，待遇好，领导信任，同事
团结，又谈了城里的女朋友，显然，未来的
前景非常美好。但他不想生活得这么安逸，
他想到第一线去。在他再三恳求下，他以设
计代表的身份被派到山西霍州矿务局，到煤
矿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他变瘦了，因为工
作辛苦不说，生活条件更差，没能吃上一次
肉。不过，他倒是精神了，成熟了，一年多
的时间，没有电视看，只能看书，这让他的
知识储备充实了很多。朱红军为人低调谦
逊，肯学上进，工作积极认真，一丝不苟，
煤矿上很满意，不让走。

1992年，重庆设计研究院在海南省成立
分院，朱红军被调往海南分院担任副院长。
直到 1996年调回重庆，朱红军在海南工作了
四年。他吃住在一个小渔村，生活条件差，
他不觉得苦，那么多项目，需要他盯紧。

1998年底，朱红军迎来了人生最大的一

次转折，他辞职了。监理制的提倡，让他对
人生有了新的定位，他成立了重庆兴达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而他接手的第一个工程——
重庆帝王广场购物中心，是重庆市的重点工
程。坐落在重庆市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
解放碑步行街。该项目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
米，4层地下停车库，9层裙楼为重庆王府井
百货及购物、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垂
直性大型购物中心，32层高楼为高尚住宅的
精品代表——“城市传说”。该项目的网架工
程及防水工程，由朱红军担任项目总监。提
到这个项目，朱红军有颇多感慨。项目位于
渝中区解放碑附近，这地方是重庆市的经济
中心，这才是真正的城里。重庆人说进城，
就是到这个地方。

从 1998年项目施工开始，到 2003年 10月
份项目竣工。尽管离家很近，朱红军却很少
回家，一心扑在项目上。他和同事们很少在
办公室，大都在工地上，有问题现场解决。
为了工程上的事情，他没少跟人拍桌子争
吵。工程结束后，朱红军又黑又瘦，但他交

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随后，朱红军又兴致勃勃地谈了他很多

项目，重庆洲际酒店、重庆扬子岛酒店、恒
丰银行、国投办公楼。朱红军笑眯眯地指着
画册上的一个项目对我说，这个项目叫重庆
纽约·纽约，位于解放碑步行街，面积 4.2万
平方米，楼高228米，他不仅是高档商务办公
楼，更是一个城市蓬勃向上的完美代表。你
看，它像不像美国的帝国大厦！

朱红军对学习非常重视，他说，人要活
到老，学到老，今年我准备把注册消防工程
师的证书拿下来。谈及家乡的时候，朱红军
眼睛红了。哽咽地说，这几年，我回老家的
次数多了，父母年龄大了。要珍爱乡情，不
能嫌弃，我这辈子不能落叶归根了，但我始
终心系家乡。

这几年，朱红军为了家乡招商引资的事
情，没少操心，介绍了很多客商到商丘参
观、考察。朱红军说，关键还是要引进技
术，引进人才，商丘要学到新的技术，这才
是发展的根本。

朱红军：坚守建筑质量安全的生命线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本报讯（记者单保良）“给城市‘洗
澡’，给市民送爽，看到洒水车就有一种
舒服的感觉！”6月22日晚9点半，被高压
洒水车溅了一身水还十分高兴的市民刘女
士风趣地夸赞梁园环卫人。

“几十辆车穿梭在街道巷尾，路面 24
小时保持湿润，看样子政府在治理环境卫
生和大气污染上下狠劲了！”旁边一个中
年男子对身边的妻子说的话，被记者听得
一清二楚。那男人的妻子很认真地接了一
句：“车跑马喂，天天洒水，这得多大的
成本啊！”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理好城市环境，
治理好大气污染，坚决改善市民的生活环
境，这是市委、市政府关注民生的一件大

事，必须做好！”这是梁园区城管局局长刘
德海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席话。

当天晚上，梁园区共出动抑尘车、高
压冲水车、干式吸尘车、路面养护车、洒
水车、清扫车等机械 50多台，按照上级
部署开展“洗城”行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火车站以南至文化
路的神火大道上，十几台高压洒水车正在
有序作业，有的向地面喷水，有的向空中
喷雾，一些小型机械在清扫边边角角，车
过之处，一路清净湿润，一缕清新凉爽，
一片交口称赞。

在大商新玛特门前的路段上，记者看
到一幕壮观景象，一辆小型高压洗路车缓
缓移动，几名环卫工人手握“喷枪”在人

行道路面“扫射”，尘土化作泥水滚向路
边。一阵“水战”，路面清新了，而环卫
工人们却已经汗流浃背。

梁园区城管局副局长、环卫一处主任
范时光告诉记者，自进入夏天以来，他们
环卫一处每天都要出动 50 多台环卫机
械，200多名机器操作员，对区管范围内
的主次干道、社区街道、项目建设场地等
地面，保持24小时轮番洒水。

从“扫帚清扫”到“机械清洗”，不
到半年时间，梁园区环卫工作跨越发展提
档升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质量，而且
坚持常态化、制度化，市民看在眼里夸在
心里感化在行动上，形成了自觉保护居住
环境，自觉维护城市形象的良好习惯。

封尘降温 净化空气

梁园区给城市“洗澡”常态化

洒水车夜间作业。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为进一步提高入党积极
分子的政治理论水平、强化基本素养、加强党员发
展工作的质量和发挥党支部骨干党员作用、把好党
员发展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近期，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机关党工委举办了机关党支部骨干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党支部骨干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260人参加了现场培训，培训班结束时进行
了书面理论考试。

此次培训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党支部建设及党员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等
理论知识，通过本次学习，骨干党员、入党积极分
子进一步提高了对党的认识，明确了党员应具备的
条件，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确立了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参训人员纷纷表
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认清形势，做好本职工
作，处处以模范党员为标杆，实现人生价值，争取
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社会经济建设贡
献力量。

示范区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潘晓艳）为进一步规范示
范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行为，提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从业人
员的服务意识与能力，近期，示范区社会事务局对区内承担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及一线乡医近300
人进行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培训。

培训主要针对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结果中出现的
较为突出的问题开展针对性培训，居民（包括流动人口）健
康档案的规范性和真实性问题，健康教育服务规范，老年
人、高血压、糖尿病、0—7岁儿童、孕产妇、重性精神病、
结核病等重点人群的规范管理。重新印制重点人群登记本的
填写说明。

示范区

培训卫生服务从业人员

本报讯（霍 强） 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95周年，进一步深入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近日，
梁园区审计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前
往睢杞革命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
烈，接受革命教育。

庄严肃穆的烈士墓前，党员们
三鞠躬表示悼念。参观结束后，党
员干部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坚
定理想信念，不断学习和发扬革命
先烈们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甘于
奉献的精神，立足审计工作，以实
际行动改进作风，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为建设美丽富裕梁园做出应有
的贡献。

梁园区审计局

缅怀先烈迎七一

七一前夕，市水上义务救援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到夏邑彭雪
枫将军陵园、永城陈官庄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瞻仰，重温入党誓
词。党支部对八名优秀党员隆重表彰。 罗英哲 摄

2001年12月，梁园区王楼乡宋大庄小伙子宋像猛踏进
了军营，在部队里，因表现突出，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2006年被评为优秀二级士官，多次受到嘉奖。2009年
12月，他怀着满腔激情复员回到家乡。

走出军营创新业

宋像猛经过 9 年在部队大熔炉里的锤炼，增长了知
识，扩大了视野。2011年初，宋像猛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
后，下决心要给村民们找出一条发家致富的路。他到商丘
周边县、市、区的先进乡镇考察学习养殖技术，到沿海发
达地区学习引进先进经验和技术，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
拿出自己复员安置费 10多万元，又向亲戚朋友筹借 50多
万元，搞起了家庭养殖业。第一年养鸡5000只，第二年扩
大规模达到 15000只，获得了第一桶金。本村 3位贫困家
庭的村民到养鸡场打工，年收入25000元左右。

带领群众奔富路

、2011年 10月，他决定用自己在南方发达地区学到的
创办企业的经验和技术，在村里创办门业生产企业，让本村
村民和周边村民到企业里务工，在村党支部支持下，他承包
自家村前一个占地10余亩的破旧厂房，办起了“华威门业”，
又利用自己的庭院办起了“福万家门业”。为提升产品质
量，让消费者用上放心门，他还聘请了两名高级技术人员作
为企业的技术顾问，指导企业的生产技术及营销。目前，他
的企业年生产各类门7000多套，帮扶本村和邻村村民40多
人务工，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村民的称赞。

致富路上再创新

宋像猛创办企业帮扶村民致富的事迹，引起王楼乡党
委、乡政府的重视，王楼乡党委书记施玉传，乡长李同宾
等乡领导多次到企业调研指导，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
决定把发展的路子走得更远更长。

2014年初，在乡党委、乡政府和村两委的支持下，他
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承包了本村土地 120亩，办起了全乡
第一个果树种植合作社。种植优质苹果 40亩，梨树 40亩，
核桃 20亩，葡萄 20亩，招收果树技术管理人员和务工人员
10多人。眼下，果树园已是硕果满枝，长势喜人。

宋像猛告诉记者，他正在依托果树合作社，动员全乡
果农扩大种植规模，开发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打造王楼
乡的优质水果名牌。他根据果树合作社西邻三陵台景区的
特殊优势，把果园建成集采摘、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
的观光乐园，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到果园休闲观光。

今年 5月，宋像猛被推为三陵村党代表，光荣的出席
了王楼乡第五届党代表大会，还被王楼乡党委、乡政府评
为青年“创业精英”。

宋像猛：走出军营成“创客”
本报记者 单保良 通讯员 方钰山

本报讯（张济成）近期，平原街道办事处及早准备，全
力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该街道成立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防
汛抗灾工作领导小组，强化责任意识，实行统一部署、统一
指挥。把防汛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常抓不懈，认真
研究，深入防汛薄弱一线，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制订整改措
施，组织修订完善各类防洪预案。要求办事处人员做好值班
安排，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确保随时掌握汛情。全面排查
安全隐患，确保安全度汛。对发现的隐患及时进行了消除，
并在易发点进行重点巡逻重点管控。针对防汛工作短板，进
一步健全、完善、细化防灾抗灾预案，超前预测，靠前指
挥，一旦发生险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处理，努力把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平原街道办事处

系好防汛“安全带”

6月27日，睢阳区宋集镇党委、镇政府邀请“商丘好人”
的杰出代表、深圳巴士集团公交车司机、全国学雷锋标兵袁
成友为全镇党员干部作“学雷锋爱岗敬业、守纪律服务社
会”专题报告会。 本报记者 白 鹏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伟 通讯员 陈云乐）近来，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贾寨镇牢固树立抓好党建理念，紧抓党建不放
松，紧扣改革发展、精准扶贫、民生稳定等重点工作，突出
问题导向，系统梳理谋划，明晰党建思路，并建立台账逐项
落实。

狠抓责任落实不放松。以书记抓党建是本职的理念，落
实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创新开展工作，推动党建工作上台
阶。把党建目标进一步细化，把措施、完成时限、达到效果
或目标等落实到责任人。年终各村支部书记就做好党建工作
向镇党委进行专项述职并进行民主测评。

狠抓党员教育不放松。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
载体，开展党员理论学习、党课教育，不断提高党性修养，
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狠抓健全制度不放松。不断健全完善服务联系群众、干
部驻村、脱贫帮扶等制度，完善激励监督考核制度，健全贫
困党员、离职干部等关怀机制；不断完善党委决策机制，坚
持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推进党委执政能力建设，提升依法执
政水平；不断完善党员群众代表旁听镇党委会制度，健全村
民议事、村级财务监督、村级党组织经费管理等制度，全面
落实党务政务村务公开制度。

贾寨镇

狠抓党建不放松

大气污染防治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