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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南阳

本报记者 段平

上要服侍公婆，下要照顾智障

的大哥和哑巴弟弟，还有自己的孩

子及弟弟的孩子需要照料……嫁

入婆家40多年来，西峡县军马河
镇村民李玉芝任劳任怨，将全家十

几口人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家人其

乐融融生活在一起，她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孝老爱亲。近日，李玉芝以

感人的事迹荣登 2016年“河南好
人榜”。

上世纪70年代，李玉芝嫁到
了薛家，成为这个家庭的第六位

成员。家里有一对老人，还有智

障大哥和哑巴弟弟需要照顾，李

玉芝默默和丈夫一起承担起家庭

的重担。夫妻俩靠卖豆腐、养猪

维持着一家人生活，帮着哑巴弟弟

娶上了媳妇，虽然弟媳也是个哑

巴，但弟弟总算成家了。又过了

两年，这一对哑巴夫妻先后生下

两个儿子，哑巴媳妇不会照料孩

子，都交给李玉芝抚养。加上自

己的四个孩子，作为六个孩子的母

亲，李玉芝愁白了头，她靠卖豆腐、

喂猪养活了六个孩子、一对公婆、

还有一个傻哥哥，一个哑巴弟弟、

一个哑巴弟媳。因为负担过重，自

己的四个孩子过早离开了学校，李

玉芝却供两个侄子上完了学、找到

了工作。

哑巴弟弟是个糖尿病患者，

十八年来哥嫂一直上山挖中药为

他治病，严重时需要住院治疗，

并为他做小锅饭疗养。而李玉芝

有胃病，一直没好好去医院看过，

有好吃的总是先给这个有病的哑

巴弟弟。有一次李玉芝上山挖药

不小心摔了一跤，哑巴弟弟看到嫂

子一瘸一拐从山上回来，呜呜哭了

好久。虽然这个男子汉不能言语，

但也知道报恩，唯一能为哥嫂做

的就是每天默默上山砍柴供嫂子

做豆腐。1990年，李玉芝的公公
去世，婆婆也在前年摔了跤，夫妻

俩带婆婆做了全面检查后，李玉芝

又精心侍候一年多，喂饭擦身子直

至痊愈。在她的照料下，婆婆已97
岁高龄，但身体尚好，精神矍铄，只

要你问起她的家，她总会说：“我们

一家全靠老二家养活……”她口中

的“老二家”就是她的二媳妇李

玉芝。

付出总会有回报，何况是如此

博大的爱。现在李玉芝依然每天

一大早去街上卖豆腐，哑巴弟媳在

家做好饭等李玉芝夫妻俩做完活

回来一起吃饭。儿孙们时常回家

看望李玉芝，尤其是在外上班的两

个侄子也时常回来看望二妈，知道

二妈胃不好，回来总不忘买些羊肉

等补品，给从小抚养自己长大的二

妈补补身子，在他们心里，李玉芝

就是他们的亲妈。累累累3

我为正能量代言

重担一肩挑 博爱传真情

本报讯（通讯员张瑞华）日前，卧龙

区梅溪街道抽调3人组成“创卫”督查组，
全天候对7个社区开展全面督查，查出问
题立即提出整改措施，一般问题限期1天
内整改到位，特殊问题3天内整改完成，
并在微信群里亮出整改效果。

该街道出台了街道“创卫”工作责任

考核办法，对社区实行责任考核，明确相

应扣分标准，被督查组通报或交办任务

没有及时整改的，其所属网格人员予以

扣分。推出周考评通报制度，针对不同

阶段工作重点，制定了以周为单位的全

面清理阶段、整治提升阶段和迎检突击

阶段等内容的考评细则，对考评优秀的

社区给予相应的奖励，对落后的社区进

行处罚。通过考评督促，形成了街道上

下你追我赶竞先进的良好氛围。累累累3

优劣施奖惩
考评督“创卫”

□余顺明

“双创”为民惠民，更得依靠

人民。近期笔者经历的两个小

事，折射出南阳“双创”已深入

民心。

第一件事是这样的。笔者

着急去火车站接人，但是等了

很久也没等到公交车，就打了

一辆出租车往车站赶。在离车

站不远处看到要接的人，就要

求立即停车，但是司机师傅并

没有马上停车，而是将出租车

继续往前开了五六十米，并解

释：“刚刚那个地方离路口和公

交站都很近，停车会影响车辆

和行人通行。现在全市都在开

展‘双创’，倡导文明出行，我们

应该为‘双创’尽一点力。刚才

多走了几十米，我少收您1块
钱。”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笔者

以前定点买广场南街一路边摊

的菜夹馍当早餐，但是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总是“扑空”，那个路边

摊消失了。最近在路上偶遇了

该摊主，问他怎么不出摊了。摊

主解释：“路边摊影响市容、交

通，露天经营卫生也不好保障。

市里搞‘双创’，街道也一直做工

作，现在我先停着，正在找门面

房，能找到了就正规经营，真没

有合适的就不干了，去找份别的

工作，也算是我为‘双创’作点牺

牲和贡献了。”

我突然发现，原来，“双创”

已如春雨润物，虽无声却已经深

入民心了。累累累2

深得民心的“双创”

本报讯（记者田巍）日前，市

裕宛贸易促进会的十多位爱心人

士相约前往市城区中州西路中兴

小区，看望慰问火海救人英雄王

锋的亲属，同王锋妻子潘品和两

个孩子一起欢度元宵节。

王锋面对火海，三入三出，救

出多条鲜活生命，诠释了人间大

爱，跻身2016“感动中国”十大人
物之列。在潘品租住的房间内，

裕宛贸易促进会副会长刘现印代

表大家向英雄家属潘品赠送了

5000元现金，他动情地说：今天
来看望你们，是对英雄的致敬，

希望你能振奋精神，培养好下一

代，过好新生活，我们将持续关

心英雄家庭，给予更多的帮助，

我们南阳人是有爱心有力量的！

刘现印还向潘品赠送了足浴盆、

血压计，希望英雄的母亲保重身

体。随行的爱心人士纷纷表达心

意，小灶居、盛和烤鸭店分别赠

送了1000元现金和1000元消费
卡，远近实业赠送 2000元现
金，中州技校、南阳新界泵业、

吕金成各赠送现金 1000元，在
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的李欣捐赠

500元现金和图书后，还特意向
英雄一家人赠送了保额20万元
的意外保险单。

潘品十分感动，她说：“大家

来了，把我的悲伤也冲淡了，让我

们全家都感到十分温暖，对以后

的生活更有信心！”

爱心人士看望王锋家属

朵朵爱心来 款款慰英魂

本报讯（通讯员李莹 刘顺生）

2月13日，开学第一天，火海救人
英雄王锋的孩子王婷、王玉金回

到市第十一小学开始了新学期的

学习生活。

在开学第一课上，该校各班

召开了向英雄王锋学习的主题中

队会。各班同学在观看2016“感
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之后，

对王锋火海救人的事迹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和认识，纷纷发言，表达

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

该校负责人及老师们在王

锋住院之后，就主动给予两个孩

子安抚和帮助，并在新学期开学

第一天，向两位孩子赠送了新年

礼物，鼓励他们快乐、健康成

长。累累累6

开主题班会 学英雄事迹

□田巍

英雄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正

气永留人间。

日前，社会各界纷纷前往看

望慰问王锋家属，带给英雄家人

无尽的温暖和关怀，抚慰了失去

亲人的伤痛，增强了生活的勇气

和信心。

王锋的事迹之所以能打动

人、振奋人、激励人，是他在危险

面前，没有望而却步，却毫不犹豫

冲入火海，奋不顾身救人的义举，

凝聚成了推动社会向善向上的强

大精神力量。

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是

构筑和谐社会、体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需要，也构筑了道德高

地，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对见义勇为者的善后安排也逐渐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给英雄家人相应的帮助扶

持，让子女顺利完成学业，让老人

安度晚年，让伴侣能有一份安稳

的工作……我国不少省市已纷纷

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

为英雄予以补偿和帮助。我们在

为爱心善举点赞的同时，还应加强

对见义勇为的专门立法，进一步明

确各方当事人及各部门的权利、责

任，不再仅停留于随机性很大的社

会捐助和个人行为上，使之成为一

种长效机制，体现“善有善报”，保

障见义勇为者失有所补，功有所

奖，残有所养，困有所解，难有所

帮，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

为爱心点赞

本报讯 （记者段平 通讯员张

茂磊）昨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

到，《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今年正式实

施。我市按照该《办法》将符合条件

的城乡特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

范围，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

务、疾病治疗和殡葬服务等保障，做

到应救尽救、应养尽养。

《办法》规定，同时具备无劳动

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

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

无履行义务能力条件的城乡老年人、

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但

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人员，

不再适用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由本

人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

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

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

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群

众评议、信息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

的收入状况、财产状况以及其他证

明材料等进行调查核实，于20个工
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在申请人所

在村（社区）公示后，报县级民政部

门审批。

《办法》指出，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形式分为分散供养和在供养服务

机构集中供养；对城乡特困人员的

供养内容包括提供基本生活条件，

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提供

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等。《办法》

还对供养标准进行了规定，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

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应

当满足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所需，原

则上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
照料护理标准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

理能力和服务需求分档制定，参照

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

费用或者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

比例确定。累累累5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有新规

应救尽救 应养尽养
上图：赊店古城墙古城

门恢复项目一期工程在历时

9个月后竣工，并于春节期

间正式对外开放。2月 12

日，游客在社旗县赊店古城

墙上游玩。该项目一期工程

设置烽火台两座，城门、箭楼

各一座，成为该县文化旅游

的新景点。累累累2
特约记者 申鸿皓 摄

右图：2月11日下午，方

城县戏曲爱好者在七峰时代

广场内为群众进行戏曲演

唱。该县城乡戏曲爱好者经

常在社区、广场、游园等处进

行演唱，丰富当地群众的文

化生活。⑥3
通讯员 程远景 摄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对外透露，

日前已与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部门

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

服改革的通知》，其中明确了5项举
措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手续。

为简化优化养老机构相关审批

手续，《通知》明确了5项举措：简化
设立养老机构的申请材料，申请人

设立养老机构许可时，能够提供服

务设施产权证明的，不再要求提供

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食

品经营实行“先照后证”，养老机构

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先行

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后，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对养老机构

环境影响评价实施分类管理，对环

境影响很小需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的养老机构实施备案管理；取消部

分机构的消防审验手续；支持加快

完善服务场所的产权登记手续，对

于新建养老机构或者利用已有建筑

申请设立养老机构涉及办理不动产

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要通过“首

问负责”、“一站式服务”等举措，依

法加快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提供

高效便捷的不动产登记服务。累累累5

民政部等部门下发通知

五举措简化优化养老机构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