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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7月5日，白云山和黄中药“白云
山复方丹参片爱心公益基金”走进虞城县芒种桥乡中心幼儿
园，开展“健康宝贝 安全家园——白云山口炎清助力预防儿
童手足口病、疱疹性咽颊炎”防治知识健康教育活动。

活动当天，白云山复方丹参片爱心公益基金向该幼儿园师
生们捐赠了白云山口炎清颗粒 3000 包，白云山儿童板蓝根
6000包和一批儿童文具用品。同时，还向师生们分发了手足口
病预防手册，以加强易感群体对手足口病防治的意识。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爱心公益基金还向家庭比较困难的儿童捐赠了健康
礼包。

据了解，白云山复方丹参片爱心公益基金长期致力于关爱
儿童健康，自成立至今，每年都会坚持开展与“关注儿童手足
口病，关爱儿童用药健康”相关的主题公益爱心活动，通过爱
心捐赠、救助经济困难患病儿童，为其实现健康心愿，为儿童
的健康成长贡献了力量。

关于如何预防儿童手足口病，白云山和黄中药提醒：学
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要对手足口病提高警惕，家长和儿童
要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家长带儿童到各类人流密集的商
场、儿童娱乐场、车站等公共场所时要保持卫生清洁，预防

“病”从口入。

白云山和黄中药
开展儿童手足口病防治
健康教育活动

近年来，睢阳区冯桥镇突出党建引
领，围绕抓好党建促发展、促稳定、促和
谐，不断拓宽思路，创新举措，取得了良
好成效。

十年前的冯桥乡基础差、底子薄、经
济穷，是全区最困难的乡镇之一。如今，
冯桥镇在睢阳区各乡镇的综合排名已由原
来的倒数第二跃升为前列，在全市各乡镇
排名中由第 2003 年的 176 名跃升为 2015
年的第 15 名，实现了百余位次的跨越。
2010年 11月，冯桥乡被省民政厅批准撤
乡建镇，更名为冯桥镇。

该镇党委书记杨光磊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2016年冯桥镇的发展思路是“以党建
为引领，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科技创新
为先导，抓二产带三产，促进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建设”，旨在促进新型农业现代
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三化”
的协调发展。根据当前冯桥镇的发展，提

出了“冯桥二次崛起”这样一个奋斗目标

提出“冯桥二次崛起”奋斗目标

上任伊始，杨光磊反复思索，冯桥的
出路在哪里？他和冯桥镇党委、镇政府一
班人彻夜难眠，他们在谋划着、思索着明
天，终于在无数个沉思的夜晚中慢慢摸索
出了一条具有冯桥镇特色的“经济发展路
线”。2003年以来，冯桥镇以招商引资为
抓手，培育壮大工业经济，按照亿元以上
入集聚区，亿元以下在小城镇发展的定
位，招大引强，并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
展。据不完全统计，冯桥镇目前有 4000
多人在各类工业经济体中就业。

杨光磊说：“根据当前冯桥镇的发
展，提出了‘冯桥二次崛起’奋斗目标。
2016年上半年，重点抓了党建、工业、招
商引资、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特别
是在党建工作上，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
施，以实际行动，向建党95周年献礼。”

唱好“老三篇”，写好“新文章”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7月 1日，在
冯桥镇干部们开会的老地点，冯桥镇党委
书记杨光磊和干部们右手握拳，慷慨激昂
地重温入党誓词，这声音所承载的力量与
信心丝毫不减当年入党时的豪气与坚定。

开展新党员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活动，建立了冯桥镇革命历史教育基
地，要求党员干部学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
史，坚持党委领导讲党课制度。多种活动
使干部强化了宗旨观念，更积极主动地为

群众办实事。镇党委不失时机地把下基
层、重服务、转作风、树清风正气作为正
党风、促乡镇发展的重要抓手。

渐渐地，在各村各巷、田间小路总能
看到乡镇干部走访困难群众的身影，干部
为群众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2016年，该
镇购置了 30辆公务自行车作为机关干部
下乡工作的专用交通工具，用“绿色公
车”的方式掀起了 “绿色清风”。

“我们投资 25万元，将大门外侧 6间
平方改造成便民服务大厅，安装了空调，
配置了 9台微机，设置了司法、信访、土
地、民政、劳保、计生等服务窗口，采取
片长督导、驻村干部值守，村干部轮值、
首问负责，一管到底的工作措施。”杨光
磊和干部们实施的这一措施不仅积攒了民
心，也拉近了干群之间的关系。

用革命传统文化，净化党内风气

在105国道东侧文化站大院内，18平
方米的大屏幕上，每天早、中、晚公开播
放的 6个小时革命历史宣传片和反映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片已经成为了
冯桥镇特定的“文化栏目”。每天来这里
看看“片子”早已融入了群众的生活，接
收革命文化的熏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他们坚信“跟着党走，永远不会错”。

近年来，革命文化的发展和群众正确
观念的形成得益于冯桥镇开展的众多革命
文化活动。

今年 6月份，冯桥镇投资 7.8万元建
立革命文化基地，全天候开放并聘请 2名
专业人员进行管理。为群众提供革命历

史、党的法规、政策、先进人物事迹等书
籍和党报党刊的教育学习内容，结合群众
兴趣爱好组织书法、篮球、舞蹈等各类文
体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赋予革命
文化新的意义。

建立革命文化基地也是冯桥镇特色文
化之一。该镇革命文化建成后，每天都吸
引大量群众前来观看革命教育片，读党报
党刊、参加各项文体活动，形成了学习革
命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往
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

“我们的党委部门创建了 《道德讲
堂》，经常请专家、学者、教授为党员干
部授课。”杨光磊介绍说。

今年 3月份，该镇专门邀请市委党校
讲师为全镇党员干部详细讲解了中国近代
百年耻辱史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全国
人民作出的一系列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
使得全镇党员干部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
从而达到了纯洁思想和明是非、知荣辱的
效果。

十余年的砥砺前行与顽强拼搏，换来
了冯桥镇的沧桑巨变。冯桥镇 2009年被
评为商丘市城镇化发展“二十快”第一
名，同年被河南省建设厅评为“村镇规划
建设先进单位”并被授予“中州名镇”称
号；2010 年被评为“国家级生态文化名
镇”。冯桥镇先后荣获商丘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党建工作目标完成先进单位、全市
基层单位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先进单位、
商丘市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点、先进基层
党委等市级以上集体先进荣誉。

抓好党建促“冯桥二次崛起”
文/本报记者 白 鹏 实习生 陈贝贝 任艳美 图/通讯员 王传刚

镇党委书记带头骑公务自行车下基层。

主办：商丘市委统战部 商丘市工商联
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谭旭，永城市蒋口镇四口楼村
人，重庆商丘市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
长。1997 年大学毕业后，只身闯荡
重庆，生活工作中严于律己，用实际
行动处处为河南人“正名”，靠着诚
信正直，把自己“正”成了年产值上
亿元的老板。

生活感悟：小赢靠智，大赢靠
德，全赢靠道。以道律己，顺应社
会，诚信务实，修养身心，成就事
业，回报社会。

1997年7月，谭旭河南农大毕业
后，应聘到商丘一家国有酒厂上班，
当时整个豫酒都在走下坡路，他所在
的酒厂效益也不好。不紧不慢的工作
节奏，月薪千元的工资都与他心中的
理想生活相差甚远。12月底，谭旭
果断辞职，带着年轻人的创业梦想踏

上了南下重庆的列车。
此时，重庆刚刚被国务院设立为

直辖市，市政建设热火朝天，社会事
业突飞猛进，每个领域都有很多发展
的机会。到重庆后，谭旭先租了一间
小房子，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三天
后，他成功加入了山东远东钢结构工
程公司重庆分公司，成为一名跑市场
的业务员。“那时有些人对河南人认
识不全面，存在偏见。我走出河南的
那一天起，我就决心用行动为河南人
正名，为河南人争光。”谭旭说。

带着为河南人争光这种精神，谭
旭半年时间跑遍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哪里有什么工地，哪个单位要建什么
项目工程，他都了如指掌。

在跑市场的时候，谭旭知道了重
庆市公安消防总队训练中心要建一座

钢结构工程，谭旭就天天去，天天找
他们领导，与他们交友聊天。40天
后，谭旭的诚实、诚恳、踏实感动了
重庆市公安消防总队的负责人，让他
成功拿到了第一单生意。工程完工
后，靠业绩谭旭赚了第一桶金，这时
他也掌握了钢结构工程整个运作流
程。后来在公安消防总队朋友的介绍
下，谭旭相继承接了重庆市江津区消
防支队、重庆市警卫局、重庆武警总
队等相关业务，为他在重庆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只身一人他乡
创业，到拿下业务有所作为，我深深
地感觉到只有诚实、诚恳，就是重庆
人所说的‘耿直’，人的路就会越走
越宽。”谭旭说。

经过几年的打拼，谭旭在重庆钢
结构工程领域闯出一片天地，也完成

了资本积累。2007年 5月，谭旭成
立了重庆市亚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司，他的事业发展蒸蒸日上，公司产
值年年翻翻，公司拥有钢结构及建筑
幕墙双甲资质，获得重庆市“重合同
守信用”企业，并通过 ISO9001国际
质量体系认证；投巨资从国外引进了
两条国际一流的高端重钢生产线，加
工能力业内领先，产品精密度达到国
际一流水平，能加工各类异形结构、
超高层钢结构及桥梁等重钢精密构
件。作为高新技术企业，重庆亚鹰公
司不断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与中国
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重庆大学等科
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建立了良好的战略
合作关系。

从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再到上
亿元的产值，谭旭的公司越做越大，

成为重庆钢结构的领军企业。
“从 2011年公司连续 5年产值上

亿元，我们的方向也从承接一个学校
的报告厅、多功能厅、体育场馆、展
览馆，而调整为电厂、水泥厂、造船
厂等大型的钢结构项目。钢结构工程
行业，适应国家倡导的绿色环保要
求，发展前景一片大好。下一步，公
司要专业做钢结构的高层房屋建筑、
钢结构别墅，钢结构立体车库，我相
信我们的明天会更上一层楼。”谭旭
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在他乡采访谭旭，他说得最多的
是对河南人形象的维护，言谈话语
间，谭旭流露出对家乡的浓浓亲情。

坦坦荡荡，勤勤恳恳，侠肝义
胆，勤奋好学，这是他给记者的最深
印象，也是他搏击市场的制胜法宝。

谭旭：用品德和业绩为河南人“正名”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一位哲人说过： 一个人，一个民族，他所信仰的不应该是
束缚自己手脚的桎梏，更不应该是绞杀自己（灵魂）的绳索，
而应该是一股风，一股催你挺进，催你跋涉，催你奋斗的风。
而我们十三亿中国人民所依赖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股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勤劳为人民，共产党
他一心救中国……我们从小唱着这首歌，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
我心里就像潘冬子所向往的红星，就像刘胡兰留在铡刀下的鲜
血，就像百万雄狮过长江的气势磅礴，那时候党在我心里是遥
远而神奇的。

长大后，党的形象是真实具体的。在我们抚摸着胸前的红
领巾，唱着春天的故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把泥泞小路变成宽
阔马路，把低矮瓦房变成高楼大厦。是焦裕禄的一心为民，是
孔繁森的鞠躬尽瘁，是任长霞的铁面无私。这时候，共产党在
我心里是真切而伟大的。

当漫天风雪挡住了春节回家的路，孩子们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的时候，我们的党就是那一勺勺热汤，是那一盆盆温
暖的炉火。当大地在颤抖的时候，我们的家园被瞬间毁灭，我
们的亲人被夺走生命，我们的精神被击溃，我们的党是救我们
走出黑暗的希望，是引领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是为我们撑起
新的精神家园的支柱。当我们在异国他乡孤独彷徨的时候，当
我们饱受暴民的骚扰的时候，我们的党是接我们回家的雄鹰，
是庇护我们的方舟。所以我们的党在人民的心中是亲切而永恒
的。

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心中，从儿时的朦胧到如今的真实，从
民族的觉醒到中华的腾飞，从童年的故事到今天澎湃的改革大
潮，我们的党拥有一种神奇力量，这种力量能融入我们每一代
人的生活，触及我们每一代人的灵魂，扎根在我们每一代人的
心田，这种力量就是信仰。他像春风一样吹遍神州大地，无论
是冰雪封城的北国，还是长夏无冬的南海，无论是灯火璀璨的
东方明珠，还是巍峨高耸的布达拉宫，这股风所到之处都能荡
涤我们的灵魂，鞭策我们进取，让我们怀着满腔豪情，团结在
党的周围，去实现民族的振兴，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幸福！

现在，党在我心中已不再仅仅是一部历史，更是经济发展
人民幸福的引领者，是一座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丰碑。如
今，我才真正理解，是党指明了中国建设的方向、改革的方
向、发展的方向，是党指明了我们青年人成长的方向、理想的
方向、奋斗的方向。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够
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发展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够高高
举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旗。于是，我和同龄人有了这样
一个发自内心的共同誓言：坚定不移，永远跟党走！用我们青
春的双手，建设我们美好的祖国！（作者单位：市物流中心）

党在我心中
□ 庞 昕

7月6日，河南南
顺之航能源科技有限
公 司 的 工 人 正 在 作
业。该公司位于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内，
一期厂房面积 1 万平
方米，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总投资 2 亿
元，年生产能力达到3
亿瓦时，产值达到6亿
元，是具有国际领先
锂电池生产技术的国
外研发团队共同组建
的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记者 马晓伟 摄

7 月 6 日，记者在
火神台景区看到，“梦
幻灯光节”占地百余亩
的灯光布景基本完成。
据介绍，商丘火神台国
际“梦幻灯光节”将于
7月9日至7月31日的每
天 19 点到 23 点精彩上
演。灯光布景主要包括
富士山、梦幻时光隧
道、畅想未来、灰姑娘
的水晶鞋等 20 多组灯
光。届时， 3000 万盏
LED灯将给游客带来温
馨浪漫的光影盛宴。
本报记者 白 鹏 摄

本报讯（记者 丁新举）“真感谢你们啊，为我和同学们捐送了
这么多助学物资，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早日学有所成，像你们一
样为社会发展做贡献。”说话的这位学生是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贾寨
镇四年级学生张箐芳。

6月 30日，刘老家小学举办了“心系家乡 回报母校”捐赠仪
式，三位企业家分别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贾寨镇刘老家小学捐助了
桌椅校服和书籍等助学物资，价值达2.5万元。

刘老家小学是贾寨镇的一座基础设施落后、位置偏僻的农村小
学，校舍破烂不堪，办学条件恶劣。在乡村领导的努力下，今年年
初上级有关单位终于拨下资金，定于今年暑假对校园进行重建。

三位爱心企业家祝金良、祝东亚、范卿华，当年均是在刘老家
小学求学的孩子。他们考入高等院校在外创业成功后一直心系家乡
发展，多次为家乡开展送温暖活动。得知家乡校园将重建的消息
后，决定为家乡小学捐献助学物资。这次捐资助学，范卿华为母校
捐赠桌椅60套，价值1万元，祝金良为学生、教师和村干部捐送校
服116套，价值1万元，祝东亚捐赠书籍300套价值5000元。

说起这次捐资助学的目的，祝金良说道：“教育是促进一个地
方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我们这样做一是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
习，让刘老家村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促进家乡尽快发展；二是号
召本村在外工作的能人们，共同关注家乡的教育，让家乡尽快发展
起来。”三位企业家还表示，他们将对本村的特困生实行“一对
一”的帮扶措施，从上小学开始帮扶到大学毕业，确保家乡的孩子
最大限度地不因贫困辍学。

对于三位企业家的
善举，贾寨镇干群深表
感激。贾寨镇党委书记
赵灿说道：“这次爱心
助学活动，不仅鼓励学
生好好学习，还教学生
学会感恩学会向善，更
为捐资助学树立了榜
样，我代表镇党委政府
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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