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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民权县花园乡赵红
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孩子们
身穿汉服，在老师带领下齐诵中华
经典语录《弟子规》。该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道德讲堂活
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5月10日上午，共青团睢阳区
委，睢阳区文明办，睢阳区妇联，
勒马乡党委、政府等共同在归德古
城陈家大院举办 2019 零彩礼传统
集体婚礼，共有 16 对新人参加此
次集体婚礼。这场既传统别致又充
满现代文明的集体婚礼，有助于推
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引导
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消费
观和价值观。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通讯员 刘淑梅 刘聪） 5 月 9
日，河南省优质小麦新品种“郑麦369”订单生产现场观摩
暨产销衔接会在市国营民权农场举行。

来自各地市种子管理站站长，省、市农科院专家，我
市各县（市、区）种子管理部门负责人，省内外粮食收储
企业、面粉加工厂企业代表、农民专业合作社代表、种粮
大户等300余人参加了这次现场观摩会暨产销衔接会。

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承办方，市国营民权农场是河南省
国家级农作物原种场，近年来依托小麦种子繁育优势，大
力发展优质小麦种子繁育产业，2016年至 2018年繁育优质
小麦品种100余个，2019年在新品种展示示范中心重点繁育
了蒿优 5218、金麦 3号、中麦 66、中麦 895、囤麦 257、郑
麦 0493等优质小麦品种 27个，为筛选适合豫东地区种植的
优质小麦种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在管理上，民权农
场积极落实“种肥药”一体化管理措施，对小麦生长全过
程进行统防统治，不断加大小麦繁育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完善生产各项配套设施，切实提升了小麦良种品质。
同时，不断辐射周边，强化示范带动效应，逐渐成为豫鲁
苏皖优质小麦种子供应基地，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

市国营民权农场

大力发展优质麦种繁育产业
近日成功举办全省“郑麦369”订单生产观摩会

本报讯（陈宝刚）今年以来，梁园区白云街道办事处根
据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新要求，注重提高基层干部的统战意
识，建立科学、完善的统战工作网络，注重从四个环节入手
做好新时期基层统战工作。

加强学习，熟悉政策。该街道给各社区配备了统战专
干, 定期组织统战专干对相关统战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熟
悉统战政策，用知识更加科学有效地指导统战工作，为基层
统战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领导重视，加大力度。该街道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建立
健全街道统战工作制度，理顺街道中心工作与统战工作的关
系，并加强街道各部门间的联系，形成部门联动作用，以统
战促进辖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更加促进
统战工作的开展，相辅相成。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在统战宣传工作方面注重突出基
层统战工作生动化、特色化，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新鲜
活泼的宣传活动，展示统一战线的工作成绩，寓教于乐、寓
教于行，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营造统战工
作良好的舆论氛围。

与时俱进，创新工作。进一步做好统战信息报送工作，
搞好统战调研工作。该街道高度重视创新工作，及时向上报
送统战高质量信息。同时，解放思想，积极推动统战工作在
制度化、规范化方面的创新。

白云街道办事处

四环节入手做好统战工作

本报讯（记者 白鹏 通讯员 杜云霄）今年是爱国卫生
运动开展67周年。5月8日，睢阳区文化办事处香君社区组
织社区志愿者协同文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计生办以“共
推义诊进社区 共促卫生健康”为主题，积极推进爱国卫生
运动，号召辖区群众主动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争当健康文
明的宣传者，争当环境整治的践行者，争当城市良好形象
的维护者。

香君社区为关爱社区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增强社区
居民的疾病防范意识，充分把党的优势和群众工作相结
合，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以便于让老百姓成为自己健康的
管理者，践行新时期这一伟大群众实践活动的精神内涵。
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不仅要靠医疗卫生的“小处方”，还
要靠社会治理的“大处方”。发挥爱国卫生运动优势，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着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社会环境
因素。

睢阳区文化办事处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5 月 9 日，几名小朋友在空中
草莓下表演豫剧选段。当日，夏邑
县的几位小朋友来到该县龙港湾智
慧农业园空中草莓馆，品尝空中草
莓，演唱河南豫剧，体验草莓空中
挂，禾下唱豫剧。 苗飞龙 摄

前日，宁陵县阳驿乡一快递公
司通知陈营村的陈汝亮来领一台 65
吋的王牌液晶大彩电，这台彩电是
他在外工作的孙女陈洁邮送的。从
此陈汝亮就甩掉了多年的“大疙
瘩”电视，使生活添了新内容。

陈汝亮今年 80岁了，他这辈子
艰难地养育了三男两女，现在除他
大儿陈树俭在家外，他的次子陈树
文、三子陈树桥分别在北京和商丘
市工作，长女陈树艳、次女陈美艳
全在商丘工作，树文和树艳分别是
博士生和硕士生。

等子孙都出息了，陈汝亮两口
也到了耄耋之年。前年春节陈树文
回到家，看到白发上头的父母，心
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兄弟姐妹开始
思考怎样让父母安度晚年，具体是
怎样安排老人的衣食住行。他们经
过协调，认为应把父母搬出所住 40
年旧屋，就很快凑齐8万余元建房款
让大哥来操心。就在这年春天，经
陈树俭设计的一所有近百个平方米
的两卧、一厨、一卫、一客厅，彩
砖铺地，宽门大窗，封闭严密的新
房建成了。当二老欢欢喜喜地搬进

去之后，他们在外工作的孙辈也来尽孝心，掏钱给老人
添了大冰箱、洗衣机、茶饭桌、大立柜、微波炉、空
调，这让二老喜不胜喜。

陈家兄弟姐妹还认为，为保证老人吃得如意、健
康，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应在千元。这笔账不分责、不摊
派，谁有多多拿，有少少拿，这个法子一出台，子女们
争先恐后地为老人兑付养老金。

为使老人穿得体面又保暖，陈树文在北京花800元
给老父亲买下一毛呢军大衣，三儿子两口又为老父亲买
了一件黑呢子大衣。女儿们给老娘买的单衣、棉衣、线
衣，穿戴不完，这使二老心底满意又满足。

陈家老母身患肺心病多年，陈树俭早为老娘办理了
慢性病就医补贴证，两个女儿争着付钱给娘拿药。老人
的居住、衣食问题没有了，治病也有保障了，这就让子
女放下心来。

可陈树文回北京后还觉得家里有啥问题没办理好。
他思来想去，想起老父亲是上世纪 60年代的高中生，
平生好读书看报纸，半夜里他起身给大哥打去电话，并
用手机支付 1000元钱，要大哥去乡邮政所给老父订阅
《大河报》、《商丘日报》、《老人春秋》等。

如今，陈汝亮老人不但吃得好、穿得好，天天还能
看书读报，他乐哈哈地说：“儿子知我意，女儿媳妇知
我心，隔辈的孙子孙女更孝顺，他们念好了贤孝经，我
们的福分不浅，能活到100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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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农耕忙，正是大量需要肥料
的时候。商丘邮政与商丘联通为了减轻老
百姓的农耕负担、增加收入，立足实际，
开展了“邮联携手、惠民行动”。从 4月份
合作以来，已使一大批农户享受到真正的
实惠。民权县王桥镇底庄村用户张建国就
是这样一个典型。

张建国，41岁，家住民权县王桥镇底
庄村，家有 60多岁的老母亲，作为两个孩
子的父亲，他的大儿子今年 19岁，在外地
上大学，二女儿刚上高中，妻子在家照顾
老人，与他一起务农。他家里有 13亩地，
生活情况也算可以，但因为两个孩子要上
大学，家境就显得比较窘迫。

初见到张建国时，听说要对他进行一
个简单的采访，他还比较腼腆，不太好意

思说话。听到我们提起邮政联通搞的惠民
政策，他才来了精神，滔滔不绝讲了起
来：“刚开始是到邮政的店里买化肥，听
工作人员说现在有个惠民活动，1元钱就
能买化肥，我来了兴趣，因为平常 13 亩
地，光买化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说
着他给我们算起了账：“13 亩地，一袋化
肥 120块钱，13亩地起码得十七八袋复合
肥，光化肥下来就得将近 2000块钱，这 13
亩地就算收成好，一季下来也就能收入万
把块，能省下来买化肥的钱那就省了一大
笔开销了！”

1元钱买化肥，有这么好的事吗？
商丘联通立足互联网转型发展，与支

付宝开展深度合作，结合商丘邮政本地化
产品，推出惠民套餐，全家每月 69元套餐

就送 3袋化肥！99元套餐送 7袋！159元套
餐送 10袋！199元套餐送 17袋！并且流程
全面打通，在任意邮政网点与联通网点均
可办理！正是这一系列的努力，让老百姓
得到“1元化肥”成为可能！

据了解，自从他的孩子到外地上学之
后，为了方便联系，他也给孩子们配了手
机，以前两口子两张卡，一个月也得将近
100 块钱的话费，再加上孩子用流量也厉
害，一个月就得 200多块钱，了解了情况
后，工作人员向他推荐了159元和199元的
套餐，他说：“反正都得交那么多钱，还不
如多要几袋化肥，实实在在拿手里，算下
来也不贵。”他办理了 199元的套餐，工作
人员当即把 14袋化肥免费送到他家里，他
的脸上乐开了花：“这金大地的化肥还是名

牌哩，效果可不错，并且成为了联通用
户，通过邮联惠民政策买化肥还能再优惠
点，这算下来就划算多了，这一季下来就
能比以前多收入 2000块钱，咱这个惠民政
策还真不孬！”

看到他的笑容，我们也是被深深地感
染，纷纷感叹农耕的不易，2000元，在一
些人眼中可能就是一件衣服的价格，可是
在他们眼中，就是孩子一个学期的学费，
甚至一个学期的伙食费。能够通过惠民的
方式帮助他们增加收益、改善生活质量，
我们也是由衷地感到开心，做的事情有意
义，再苦再累都值得！

邮联携手，惠民行动！为了让老百姓
都用上“免费”化肥，让千家万户都能得
到实惠，我们从不懈怠，一直在行动！

邮联携手 农资惠民
——民权县王桥镇底庄村用户张建国采访实录

王玮 王猛

虞城县城市管理局

实行夜间机械化清扫模式

5月8日23时，虞城县城市管理局环卫机械化清扫
大队在虞城县大同路准时集结，开始了当天的“四机联
动”夜间机械化清扫工作。

该局环卫机械化大队根据老城区车流量和人流量
大、道路管网施工杂物多等客观因素导致环卫机械车辆
白天无法工作的情况，合理调整作业时间，在老城区路
段上加大“夜扫”作业，每天晚上 11 点至次日凌晨 4
点，对老城区主要道路进行清洗、清扫，洒水、降尘，
有效遏制老城区道路扬尘，不断提高老城区城市环境卫
生质量。目前，虞城县城市管理局的夜间机械化清扫作
业已经成为工作常态，老城区城市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市民城市生活环境得到有效保障。

贾震 摄影报道

一间堂屋之内就有13处摆放或悬挂着
毛主席像，它们有塑像、有画像，还有用
翻砂技术刚铸造成的塑像。这些毛主席像
旁边摆放着《淮海战役第一枪》、《英雄冀
鲁豫》、《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红色文化书
籍，在一旁的墙角里，存放着解放前的马
刀、子弹壳等物品……这是 5月 6日，记
者见到的虞城县大侯乡法华寺村73岁老人
朱新起的家。

朱新起是一位革命伤残军人，现任商
丘市红色文化常务副会长，20年来，他以
高度的热情保护发掘红色文化，因为成绩
卓著，被大家称为“红色文化愚公”。

虞城县大侯乡是革命老区，当年淮海
战役第一枪在相邻村庄张公店打响。朱新
起出身于革命家庭，革命战争年代，其父
母均是革命干部，淮海战役期间，其母亲
陈桂芝带领广大妇女为解放军推磨做饭做
衣服。父亲朱继宝带领乡亲们为解放军伤
员抬担架送饭。革命家庭的良好氛围让朱
新起从小就产生了浓浓的革命情结，18岁
那年朱新起参军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1966年朱新起参加了珍宝岛战役，并在战

斗中受伤。退伍之后，他担任村干部。红
色家庭的红色熏陶让他的心中产生了浓浓
的红色文化情节。1999年10月1日，当他
在电视上看到建国 50周年阅兵情景的时
候，有了抢救身边红色文化遗产的念头。

当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养成了说干就干
的作风。他先是搜集身边的有关红色文化
的故事和文史资料，和别人合写了《淮海
战役第一枪》这本书，然后又写了《爱国
将领冯玉祥》等书。近期，朱新起在整理
一部有关抗日的剧本，以作为建国70周年
的献礼。

在整理和写作有关文史资料的同时，
朱新起还在收集有关革命战争的遗物。碰
到有关革命战争的遗物，他要么是通过说
服给人讨要，要么掏钱买回家里。20年的
积累让朱新起的家成了革命遗物博物馆，
无论屋里，还是院里，到处都是革命遗
物。来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当年杨勇将军的
喂马槽，指挥作战的老式电话机、马灯、
担架……琳琅满目。大侯乡及周边乡镇流
落着许多先烈的遗体，当年因为历史原因
他们没有被统一埋葬。除了收集这些革命

遗物之外，朱新起还到民政部门申请，想
法将他们统一安葬。2018年，在他的申请
下，虞城县蜜之健在法华寺附近的张庄村
挖掘出71具解放军战士的遗体，将他们统
一送至虞城县烈士陵园安葬，让这些英烈
的在天之灵有了归宿。今年年初，朱新起
在大侯乡王花庄找到了一座埋葬有51具遗
体的烈士墓群，打算将这个墓群进行规划
整理，立上石碑栽上松柏，以供后人纪念
和瞻仰。

为了更好地弘扬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
精神，朱新起还四处奔波，想法筹建了

“淮海战役第一枪”纪念馆。目前，该纪
念馆二期工程已经完工。该馆投资2000余
万元，占地28亩，馆内殿堂和十大元帅塑
像以及有关淮海战役的雕刻已经建成和完
工。该馆三期工程正在施工，预计今年年
底完工并面向社会开放。

在发掘红色文化时，朱新起还积极参
与国内大型的有关红色文化活动。去年11
月，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举办了“红
色革命老区行”活动，活动小组成员来到
虞城县，朱新起参与了对他们的接待工

作，12月，他奔赴北京参加了纪念毛泽东
诞辰125周年活动。

除了利用好我市相关社会资源外，朱
新起还多次奔赴北京等地寻求外援和赞
助，并学习相关单位的先进经验。

为了红色文化的发掘和传承，朱新起
付出了很多。他的妻子胡秀云因病常年卧
床不起，为了不耽误自己的红色文化发掘
工作，他总是每天尽早将饭做好放在妻子
床头。因为购买革命遗物需要花钱，至今
他的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是
他的努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他
被虞城县委宣传部和大侯乡政府授予“虞
城身边好人”和“大侯乡贤”称号。

“红色文化愚公”朱新起
本报记者 丁新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