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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用这句话
来形容夏邑县城关镇北关村李松的家庭
遭遇，再也贴切不过了。

7月7日，记者来到李松家采访，只
见他刚满 5岁的儿子独自一人在院子里
玩耍，李松的妻子付程丽拖着疲惫的身
子，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付程丽说：

“丈夫李松去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照顾
突发脑溢血的母亲去了。”

时近中午，李松才匆忙赶到家。这
位中等身材、面庞清秀的小伙子，两眼
通红，面容憔悴。可说起为妻子、为母

亲看病的事，他坚定地说：“就是砸锅
卖铁，我也要为母亲和妻子看病。”这
句话掷地有声。

据李松介绍，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庭。2010 年初，他和付程丽结
婚，自己经营一个摩托车修理铺，妻子
照看一个小超市，儿子则由父母亲带
着，一家五口幸福美满。不曾想噩梦突
然降临，2013年 6月，妻子突然浑身无
力、头疼，到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
雳，打破了李家原有的幸福祥和。看着
咿呀学语的儿子和身患重病的妻子，李
松心里难过至极，可他又不想让家人感
到自己承受的压力，他鼓励妻子一定要
树立信心，大家一定会帮她战胜病魔。
就这样，他们住进了郑大一附院。为节
省开支，病情稳定后，他们就出院在家

用药物治疗。
命运好像故意捉弄人， 2015 年 5

月，付程丽病情恶化，转为慢性急淋
变，又不得不住进医院。长期的病痛和
高额的治疗费用早已压得两个年轻人喘
不过气来。据李松说，从 2013年至今，
付程丽的治疗费用已有60多万元，不仅
花完了他们自己的积蓄，而且借遍了亲
朋好友。为筹集后续治疗费用，他们采
取没钱支付时，就办理出院手续，然后
利用农村合作医疗报销部分再次入院。
此外，李松让母亲帮忙照顾妻子，自己
外出打工挣点钱再补贴进去。

周围群众了解李松家的困难后，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你30元，他50元，已
为他家捐款 4万余元，孩子所在幼儿园
的全体师生及家长，也为他家捐款 4000
多元，幼儿园还全免了孩子的学费。社

会各界的帮助，让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
看到了希望，体会到了社会的温暖。他
们相信美好的生活一定会到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
多久，噩耗再次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家
庭。2016年 5月 19日，李松的母亲、现
年52岁的徐美花突发脑干出血，住进了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并一直处于轻度
昏迷状态，一个多月，又花费将近15万
元，这让原本就债台高筑的李家更是雪
上加霜，李松也不得不郑州、商丘两边
跑。身心的疲惫压不垮这位坚强的汉
子，可高额的治疗费用却压得他喘不过
气来，希望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伸出贵手再帮一帮这位有情有义有担
当的年轻人。李松电话：18937053589；
开户行：中国银行；姓名：李松；账
号：6217858000064421578

妻子患白血病三年有余 母亲照顾儿媳突发脑溢血

夏邑小伙李松不离不弃坚持救治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张钦杰：柘城县伯岗乡人，现任重庆市博立特建筑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市商丘商会副会长。

创业感悟：只要肯吃苦，肯上进，待人诚实，认真做
事，总有成功的一天。

张钦杰是 70后，家庭贫困，兄妹五人，他排行老三。
13岁时，他就开始为生活奔波，农村当时还没有外出打工
的习惯，也没有多少可供糊口的营生。没有办法，他就跟
着别人学习杂技。走村串户，四处表演，大冬天耍碗绳，

一不小心，不是碗碎了，就是头破了。当时也没人给钱，
只能收取一些粮食。后来，他跟随郑州普法艺术团在全国
演出。两年多的时间，他吃了很多苦，遭了不少罪。

农村成长的经历使他养成了肯吃苦耐劳的好品质、艰
苦朴素的好作风，这为张钦杰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杂技团解散后，他就跟随本村的乡亲一起到信阳息县
的砖厂打工。砖厂工作很繁重，他的双手磨出了老茧，肩
头勒出了一道道血痕。

张钦杰每次去北京，总要坐一坐北京的地铁，体验一
把风驰电掣般的感觉。他说，这里留下我太多的汗水，修
建地铁时，为了赶工期，我的双脚都磨破了。

2000年，他来到常州，开始接触地坪行业。他一边学
习，一边摸索更加先进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方法。后来，他
租了一间房，自己接活当老板，做不起砂、不起尘的耐磨
地坪。但是，一个多月，他都接不到一个小活儿，把请来
的员工都“饿”飞了。但他仍坚持不懈，四处揽活。终于接
到 1000多平方米的小工程，他欣喜若狂，仔仔细细、认认真
真地把工程提前做好。客户满意，一传十、十传百，他做的
工程越来越多，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常州博立特建

材有限公司。历经两年的发展，挣取了人生第一桶金。
2005年，经朋友介绍，张钦杰来到了重庆，创办了常

州博立特建材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俗话说，头三脚难
踢。来到重庆半年多，工作都没有铺展开。但他毫不气馁，
依然扎扎实实、保质保量地完成每一个工程。渐渐地，他的
名字就成了响当当的品牌，并接了一个大工程——海尔集
团位于江北区五里坪40万平方米的工程。

2007年3月23日，张钦杰成立了重庆博立特建筑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销售、施工为一体的专业地坪
公司，业务主要包括金属、非金属地面硬化剂，环氧类地
坪，特种防腐蚀地面，彩色艺术装饰性地面等。

打铁还需自身硬。张钦杰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了客户
的利益，购卖了价值逾千万元的施工机械资产，如美国神
龙大型混凝土激光整平机（4台）、大型进口全自动混凝土
密封固化剂研磨及抛光机械（1套）、环氧施工用大型混凝
土基面抛丸机及研磨机、自行式耐磨地坪镘抹机、桩基旋
挖机等，并培养了一批技术过硬的专业施工队伍，可根据
客户要求和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施工。

2012 年至 2015 年，张钦杰的公司进入快速上升期，

每年营业额超 5000万元。2014年，他又创办了重庆博立
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建筑装饰材料的开发和
施工工艺的完美结合。他还先后在河南、兰州、四川、安
徽、山东等地成立分公司。

张钦杰坚持品质铸造品牌的经营理念，与优质原材料
供应商结为战略联盟，进行定点采购，以此作为优质工程
的根本。在工程的管理方面执行项目经理直管制，做到工
程项目不转包。坚持把好各施工工种质量关，让客户真正
达到省时、省心、省力、省钱的最终目标。

张钦杰深谙重庆建筑装饰材料行业的未来，坚持以诚
信谋发展，走品牌发展之路。通过多方位、系统化、制度
化、科技化全面提升工程师、工程人员和售后服务人员的
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他逐步构建了信息化、专业化、规
模化的现代建筑装饰材料企业。多年来，他的公司与海尔
集团、北汽银翔、长安福特、华晨金杯、富士康、重庆建
工、格力集团、宇通集团等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西南地区上千家从事地坪行业的公司，张钦杰做到了
名列前茅。采访结束时，他信心满怀地说：“我坚信战略决
定方向，细节决定成败，以诚信能赢取天下。”

张钦杰：以诚信赢天下
本报记者 刘彦华 杨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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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郗金玉）近日，在睢县纪委监
察局微信群中出现了十多张关于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的照片，引
起该单位不少干部职工的关注和评论，并不断转发。这是新任睢
县纪委书记甄华通过刚刚建立的单位微信群，组织大家利用微
信，学习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外地好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和做法。
这也是该县利用新媒体发挥传统媒体作用的有益尝试。

近年来，睢县在廉政宣传工作中，注重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
并用，相互融合。相继开办了“清风睢县”政务微博、微信、手
机报、廉政经纬网络、睢县纪检监察系统微信群、委局机关微信
群。截至目前，政务微博、微信“清风睢县”粉丝分别达到940人
和1260人，发布微博、微信1300余条。

与此同时，该县不忘发挥传统媒体作用，今年年初，纪委下
发了新《条例》《准则》 6500多册，廉政警示教育片 100多套；组
织全县 6500多名在职党员参加了《条例》《准则》报纸答题活动；
参加了市纪委组织的《条例》《准则》电视知识竞赛活动，荣获决
赛三等奖；组织全县 1200 多名科级干部观看了廉政豫剧《全家
福》；在县电视台开办了廉政聚焦电视专栏。

睢县廉政宣传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手拉手”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段根华）一边是普通瓦房：居住
分散、房屋破旧，各项生活设施滞后；一边是两层复式住宅：居住集
中、房屋宽敞明亮，包括水泥路、排供水、绿化亮化、文化活动广场、
超市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民权县褚庙乡袁庄村依
托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进行“整村推进”模式的尝试与探索，新村
宜居宜业的优美环境，与旧村面貌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群众自发地拆掉旧房子，搬进新村居住。

7月 7日，记者驱车前往民权县褚庙乡采访，恰逢该县在袁庄
村召开全县土地综合整治“整村推进”工作现场会，研究谋划全
县土地综合整治“整村推进”工作。

谈起土地综合整治“整村推进”工作，该县县长张团结介绍
说：“我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耕地‘占补平衡’的考
虑。原来农村片片块块的‘三项整治’工作推进的难度越来越
大，也不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对用地的需求。二是改善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的考虑。农村滞后的基础设施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农民
对新生活的要求，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幸福指数追求的渴望越来越强
烈。三是切实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考虑。在符合项目要求的前提
下，‘整村推进’项目优先向贫困村倾斜，引领贫困村的整体脱贫。”

该县褚庙乡袁庄村支部书记李胜军告诉记者：“俺村依托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进行“整村推进”模式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新村规划占地面积200亩，截至目前，已建成两层复式
住宅120套，入住78户；完成拆旧68户，腾出土地109亩。”

据悉，该县人民政府于6月22日与河南省国土资源开发管理中
心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土地开发、棚户区改造、空闲土
地盘活、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民权县土地整治

开启“整村推进”模式

◀7月6日，商丘日报社
有关领导深入到帮扶村民权
县伯党乡翟庄村开展慰问活
动，与穆斯林群众亲切交
谈，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
活情况，为他们送去了矿泉
水、西瓜、毛巾等慰问品。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
员 刘 伟 摄

◀7月6日是伊斯兰教的
传统节日——开斋节。睢县
四大班子领导分别到全县各
清真寺进行慰问，与穆斯林
群众共度“开斋节”。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张 鹏 摄

人人心中都有党，每当星期一在校园里升旗，看着五星
红旗高高地飘荡在天空中，我就想起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们，
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保卫着祖国。听着国歌，昂着胸膛，“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首歌蕴藏着一种力量，是打败侵略者、实现民族独
立、过上幸福生活的力量，而我们的党就是这种力量的凝
聚。

小时候我的家乡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经济繁荣，也没有像
现在这样的高楼大厦。从小在农村长大，所以我对于社会底
层的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小时候，爷爷经常给我讲以前的很
多故事。有贫穷时候的艰难，有社会一点点的变化，还有对
现在生活的满足。不过讲得更多的还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关
于曾经让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战争。爷爷时常念叨的一句话
就是：“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生活啊。”

毛主席告诫我们青少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
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
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是的，我是早晨八九点
钟的太阳，正是发热发光的时候，也是我不断壮大自己为祖
国的建设增砖添瓦的时候。中国的强大，使我的追求有了新
的坐标，我坚定着追求党的脚步，在现在，在将来。

成为一名大学生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当我举起右手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似乎身上
的血液也跟着沸腾了起来。我的思想也逐渐成熟，党的光辉
成就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在影响着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众多优秀党员的光辉形象也深入我的内心，正确引导着
我追求党的脚步。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代表着的是人民的
利益，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能深刻感受到党带给我们广大
劳动者的无私贡献。

党为我们做得太多太多了，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强大
的中国，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快乐幸福的生活。因为党的领
导，我们的祖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让世界看到中国综合实
力的强盛，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一直以来，因为党，我成长的道路被赋予了更多的意
义。小学的时候党倡导的雷锋精神一直留在我心中，这让我
思考和学习如何去做人做事，让我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同时自
己也是幸福的。多少次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仪式总是那么的
雄伟壮观，让每一位国人感到振奋和激动，为自己是一名中
国人感到幸福，为能有党的领导感到自豪，我开始懂得为什
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如今党在我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再是小时候那么模糊了，
而是变得真切。在生活中，无时无刻都能看到党的踪影。在
我的心中，已树立了党员的光辉形象，它给予了我一种精
神、一种动力、一种激情，将伴随我一生。

（作者单位：商丘市前进小学）

党的阳光伴我成长
□ 朱腾飞

▲7月7日，民权县农业局
驻白云寺镇小浑子村第一书记
曹怀志在与该村三组村民马保
国畅谈丰收的喜悦。据悉，在
县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马
保国流转 7 亩土地，种植“绯
红”葡萄品种，上市早，价格高，
每亩可收入一万元以上。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今年以来，虞城县木兰镇人大积极动

员人大代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走访入户、摸底调查、结对帮
扶、监督督促等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提挡增速。

深入基层，摸清底数。该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深入农户
家中，宣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通过“五比五看三优
先”，即比较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家庭劳力、生活环境、贫困程
度，查看经济来源、消费水平、劳动观念、居住条件、致贫原因，
精准识别脱贫对象，并将有残疾人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久病大病的
家庭、遭遇天灾人祸的家庭优先确定为扶贫户。严把关、细调研，
确认是否符合贫困户申请条件，确保符合贫困标准的贫困户列入扶
贫对象。

因户施策，结对帮扶。该镇人大认真听取贫困户发展诉求和愿
望，结合贫困户实际情况，对照“五个一批”和“十大脱贫工
程”，按照”一户一策”的思路，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措施，对有
劳动能力的提供就业渠道、技能培训；对缺乏资金支持的积极争取
农村小额信贷；对年龄大、无劳动能力的落实五保（低保）政策、
物质救助和发动社会帮扶。

监督督促，常态管理。该镇人大定期或不定期的通过随机抽取
的方式走访在档贫困对象户，对帮扶政策宣传、贫困户摸底、贫困措
施制定、帮扶进程等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不到位的批评指正。并将
扶贫工作作为常态化工作来抓，全力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木兰镇人大

走村入户助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