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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区

交通扶贫效果好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邱春阳 王

尚）日前，由市交通局牵头成立的检查组一行
来到宛城区，检查指导该区 2019 年“四好农
村路”建设暨交通运输脱贫攻坚工作。

检查组一行观摩了宛城区行政村道路，
在高庙镇大石碑实地察看了“四好农村路”建
设暨交通运输脱贫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以及
农村公路“通村入组”工程进展情况；在高庙
镇小刘庄实地察看了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并
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建立运行情况
及养护成效、“行政村通客车” 提质工程进展
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观摩结束后，在汉冢乡召开了宛城区“四
好农村路”暨交通扶贫年终汇报会。 检查组对
宛城区“四好农村路”建设暨交通运输脱贫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宛城区政府重视、群众
支持、措施得力、效果明显。 检查组要求，下一
步要继续提升了农村道路路况， 助力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更好地发挥农村公路
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先行保障。 ⑤2

本 报 讯 （全媒体记
者 段平）１ 月 １３ 日，被
誉为“农民飞毛腿”的南
召县云阳镇的秦生志，
将率队赴京参加 １ 月 １５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
“２０２０ 年华人春节联欢
晚会”。 临行前，他特意
赶到南阳日报社， 向多
年来关注报道过他的媒
体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果不是南阳日
报对我的事迹进行深入
细致的报道， 央视也不
会对我进行两次专访 ，
我也不会受邀参加这次

华人春晚。 ”秦生志激动
地说。 日前，秦生志被华
人春节联欢晚会组委会
授权为 ２０２０ 年华人春
节联欢晚会的外联部部
长。 此次他将带领来自
我市各行各业的优秀企
业家、党员干部、先进个
人代表一共 8 人， 前往
北京参加华人春晚。

秦生志从小向往军
营， 20 岁时报名应征 ，
但由于身体素质差 ，初
检中即被淘汰。 为了锻
炼身体， 秦生志开始练
习长跑， 每天都坚持在

南召的公路上跑 20 公
里。 日复一日，秦生志身
体渐渐好了起来； 年复
一年， 他练长跑一发不
可收， 而且一坚持就是
30 多年。

从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参
加全国性的赛事， 秦生
志曾在多项国内、 国际
田径比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 被誉为“农民飞毛
腿”和“背着干粮跑向世
界”的农民第一人。
尤 其 是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举 行 的 第 １６
届亚洲老将田径锦

标赛上，时年 ５５ 岁的秦
生志一口气拿下了 １５００
米、５０００ 米两项冠军。秦
生志的经历对发展群众
体 育 工 作 很 有 借 鉴 意
义，他用行动诠释了“生
命在于运动”的真谛。

秦生志说 ， 他将借
参加华人春晚的机会，
宣传推介南阳， 讲好南
阳故事， 让南阳美名享
誉海内外。 ⑤2

“农民飞毛腿”秦生志将率队赴京参加华人春晚

宣传推介家乡 讲好南阳故事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杜 丰 田 文 晓）
目前南召县的古树名木
不仅有了自己的“名片”
和“身份证 ”，今年该县
还为古树名木发放管护
费用 8 万多元， 使其有
了“养老金”。

近年来， 南召县林
业局不断加大古树名木
保护力度， 投入大批资
金先后制作了保护等级
标识牌、 二维码认证标
识牌、 金属或石质保护
标识牌， 使县域内的古
树名木地位和待遇逐年
提高。

南召给县域范围内
287 棵古树名木重新挂
牌，对其中 60 株保护级
别较高、 知名度较高的
古树名木， 制作安装了
高标准的石质大型保护
牌， 并对其他 227 株古
树名木安装了小型金属

质地保护牌。
该县利用植树节和

其他有利载体， 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古树名木认
养活动， 发放认养倡议
书 5000 余份，进一步提
高公众保护古树名木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 并与
认养单位或责任人签订
认养协议书， 加大管护
力度。同时，对准全县 14
个乡镇签订古树名木养
护责任书， 对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进行明确，按

照每棵古树 300 元的标
准， 对拥有该古树所有
权的单位或个人发放管
护费。 今年，全县共发放
古树名木管护费 8.5 万余
元，确保了这些古树名木
能够安然“养老”。 ⑤2

制作保护标识牌、二维码认证标识牌，发放管护费

南召古树有了“身份证”“养老金”

仲景街道

军功喜报送到家
本报讯（记者 杨青 通讯员 张韶辉 刘

川）日前，仲景街道武装部负责人、退役军人
服务站负责人及牛王庙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在
部队荣立三等功的现役军人王立蒙家中，为
其家属送去喜报和慰问品。

在王立蒙家中， 该街道相关负责人把喜
报送到其家属手中， 对他在部队取得的成绩
表示祝贺， 并为其父母送上 1000 元慰问金。
“我们非常开心和激动，感谢部队领导的关心
和教育，也感谢地方政府的支持，希望孩子在
部队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王立蒙母亲接过
喜报和慰问金时激动地说。

近年来， 仲景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双拥
工作， 通过组织为立功受奖的现役军人家庭
送喜报和为辖区退役军人悬挂光荣牌等一系
列活动，落实拥军优属政策，营造了“一人参
军，全家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实际行动
温暖每一个军人家属的心， 增强了军人和军
属的光荣感。 ⑤2

舞出风采
1 月 13 日，河南省舞

蹈精品邀请赛在市会议
中心精彩上演。 本次大赛
旨在提升河南舞蹈的原
创能力，培养高级舞蹈艺
术创作、表演人才。 图为
比赛现场⑤2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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