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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总工会全力打造

职工婚恋交友服务品牌，无

偿为单身职工服务,将于
2018年“七夕”节前举办大
型 单 身 职 工 婚 恋 交 友 联

谊会。

注册报名请到南阳市总

工会二楼职工鹊桥服务中心

现场报名，或登录河南职工

网APP平台网上报名。�12
报名电话：

63509066 63509068

千里姻缘工会牵
幸福鹊桥工会建

出彩河南人

本报记者 苏中

马明起、崔新慧夫妇，他们一

个是省优秀复转军人，一个是把纯

真的爱无私献给伤残军人、被当地

群众称为心灵最美的姑娘，他们是

方城县家喻户晓的模范夫妻。

1957年出生的马明起，1976年
入伍，在一次战斗中光荣负伤，失

去了双眼。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

方城县二郎庙镇女青年崔新慧义

无反顾嫁给了他，承诺一辈子做他

的“眼睛”。

身残志坚的马明起不甘心在

军休所里安度余生，在爱人的帮助

下踏上了艰苦创业、奉献社会的新

征程。他们成功创办了河南省得

粮食品有限公司。

初涉商海，为节约资金，夫妻

俩晚上自己动手烤月饼，白天推着

人力三轮车沿街叫卖。有一次，他

们在送月饼途中三轮车侧翻，坐在

车上的孩子摔倒在地，孩子惨痛的

哭声撕裂了他们夫妇的心。崔新

慧哭着说：“老马，组织上给您发

着工资，足能维持咱一家生活，

工厂就放弃吧！”马明起擦干眼

泪，坚定地说：“新慧，咱既然选

择了创业这条路，就一定要做到

底。”夫妇俩经过多年的打拼，硬

是挺过了难关，他们的企业现已

发展为年产值6000多万元的知名
民营企业。企业蒸蒸日上，家庭

儿孙满堂，他们的儿媳商金东为

减轻妈妈的负担，抢着做家务，一

家人和睦温馨，马明起说：“事业有

成，家庭美满，我是天下最幸福的

人。”

创业成功的马明起夫妇心中

始终有一团火，他们多次给灾区人

民捐款，献上一份爱心。为了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2016年3月，马
明起夫妇为 3名孤儿当“代理妈
妈”，定期看望他们，给他们送去学

费、生活费和学习用品。

有一次，他们夫妇乘车从郑州

赶回方城，在县城东关遇到一个衣

衫褴褛的流浪男孩，他们把男孩带

回厂里，给了孩子家的温暖。

2016年7月，马明起荣获省第
六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特别

奖。他们常为敬老院、军人家属和

灾区捐款捐物，企业相继安排了16
名军属、96名退伍军人和26名下岗
职工就业。⑥2

追逐理想路上永远的兵
—记全国“最美家庭”马明起家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笑荷）

8月1日起，团市委在全市青年党
员和团员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忠

诚守纪树正气·青春倡廉我先行”

读书演讲比赛活动。

本次读书演讲比赛活动共分

两个部分。8月份开展“廉洁自
律读书月”活动，主题为“读廉

政书籍 扬清风正气”。团市委将

组织动员全市青年党员和团员认

真阅读推荐的廉政系列书目，广

泛开展读书研讨、实践交流，积

极撰写读书心得等，努力在全市

党员和团员中掀起阅读廉洁书籍、

学习廉政知识的热潮，营造学廉、

思廉、践廉、颂廉的浓厚氛围，形成

“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

品行。

9月份开展“廉洁自律演讲
赛”活动，主题为“倡廉洁· 扬清

风·做表率”。团市委要求广大青

年党员和团员要紧紧围绕所读书

籍章节内容，结合身边人和事、工

作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

等，理论联系实际，以赞美廉政、弘

扬正气、艰苦奋斗、爱岗敬业、廉洁

从政为主要内容，畅谈学习心得、

建议体会。

9月1日开始的演讲比赛将由
各县市区团委、有关直属单位团委

负责组织，经过初赛、复赛、决赛环

节，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并给予

奖励。⑥5

团市委开展读书演讲比赛

忠诚守纪树正气 青春倡廉我先行

本报讯（记者洪塔）8月2日，
第六届河南曲艺牡丹奖全省曲艺

大赛在市人民会场拉开帷幕，来自

全省的200多名曲艺演员，带着相
声、小品、河南坠子、快板书、三弦

书、山东快书等36个节目参赛。
第六届河南曲艺牡丹奖全省

曲艺大赛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省曲艺家协会、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市群众艺

术馆、市文化网络电视承办。

此次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河南曲艺牡丹奖全省曲艺大

赛展现了河南人民积极向上的精

神面貌和充满欢乐的幸福生活，选

拔推广出大批河南曲艺佳作和人

才，既繁荣发展了曲艺事业，又满

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⑥4

河南曲艺牡丹奖大赛今日开赛

据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 继7
月份以连续18天高温预警结束，8
月份我国江南等地的天气继续以

高温预警开场。与此同时，降雨作

为夏天另一种显著的天气现象，在

西南等一些地区持续。

中央气象台 1日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1日白天，京津等地最高气
温35℃～36℃，内蒙古中西部、辽
宁东部、江西中部和福建东南部等

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37℃～
39℃，局部地区可达4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
国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减小、强度

减弱，北方地区高温将持续。与高

温同样显著的另一种天气现象，是

一些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

预报显示，西南地区降雨将持

续。未来三天，四川盆地、云

南、贵州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

大暴雨；黄淮西部、江淮西部、江

汉、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

阵雨或雷阵雨。

8月开场迎高温 持续降雨不减弱

驱车来到武汉市黄陂区王家

河街蔡吴湾，村口的小山坡上就是

吴光浩烈士陵园。陵园庄严肃穆，

干净整洁。青松翠柏掩映下，吴光

浩烈士墓静静伫立，上半部分的花

岗岩上镶有烈士的半身浮雕像，依

稀可见烈士当年的英姿。下半部

分的石碑上镌刻着烈士生平。看

到“牺牲时年仅23岁”的碑文，在
场者无不为之惋惜。

作为黄麻起义领导人、鄂豫边

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

高级指挥员，1906年出生的吴光
浩，早年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 考 入 黄 埔 军 校 第 3期 。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
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4
军任连长、营长，参加了汀泗桥、贺

胜桥、武昌等战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吴光浩
被派到鄂南从事革命活动。11月，
他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副总指

挥，带领突击队首先攻占黄安（今

红安）县城，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

军，任副总指挥兼第2路司令。
起义遭到优势国民党军镇压

后，吴光浩率领仅存的72名鄂东
军战士和党政人员，穿过敌人的重

重封锁，于12月底转至黄陂县木
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面对险

恶的斗争环境，他告诫大家：“我们

的枪丢不得。有了枪，才有工农的

出路：丢了枪，就不能胜利，不能生

存。”

1928年1月，部队改编为中国
工农革命军第 7军，吴光浩任军

长。他率部艰苦转战，创造出“昼

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

进北”的游击战术，活跃在以木兰

山为中心、方圆百余里的广大地

区，被当地群众视为传奇般的英

雄。他广泛发动群众，粉碎国民党

军的进攻，在鄂豫边开创了第一块

红色区域。1928年7月，任中国工
农红军第 11军军长兼第 31师师
长，指挥所部多次战胜国民党军

围攻。

1929年5月初，吴光浩率10
余人化装起程，奉命赴河南商城

领导起义工作。途经罗田县滕家

堡时遭敌伏击，英勇牺牲，年仅23
岁。⑥4 （据新华社）

吴光浩：战果累累的传奇英雄

吴光浩像 （资料照片）

本报讯 （记者段平 实习生

李守信） 7月24日至31日，按照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

统一部署，市民素质提升分指挥

部会同市、区文化执法部门，对

卧龙、宛城、高新、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发证网吧进行督查，重点

检查网吧是否有容纳未成年人上

网等情况。

在南阳府衙附近的一家网吧

内，督查组发现网吧未在显著位

置设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

标志，证照也不齐全，网吧内还

有人边玩游戏边抽烟。在检查

中，执法人员发现一学生在玩游

戏。经询问该学生未满18岁，执
法人员劝说其离开网吧，并按照

规定对该网吧进行处罚，责令其

限期整改。随后，督查组在新华

路、建设路、孔明路等处随机检

查网吧时，发现部分网吧存在上

网登记不规范、消防设施不完

备、网吧内未禁止吸烟等问题。

此次督查共抽查网吧84家，从
检查情况来看，网吧市场整体经营

有序，环境良好，但仍存在网吧接

纳未成年人上网等突出问题。

市民素质提升分指挥部要求

市文广新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

市公安消防支队等市直责任部门

要进一步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对问

题严重的网吧从严查处；各区要主

动配合，积极行动，加强辖区内网

吧管理，共同营造网吧良好的经营

秩序，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

文化环境。⑥2

严查接纳未成年人上网 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8月1日，市社区
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

者及爱心人士，到市

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敬献花圈 ⑥2
本报记者 于鸣 摄

为方便群众举报黑恶犯罪

线索，南阳市公安局“扫黑办”开

通以下三种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0377-61226180、

18336690126
举报电子邮箱：nyshcejb@

163.com
举报信收信单位、地址：南

阳市张衡路1号，南阳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

邮编：473000

大到住房、汽车、办公室，小到

衣服、玩具、充电宝，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租不到的——租，作为一种生

活方式渐成流行；租，看似小事却做

成了大产业。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预计

未来5年，我国共享经济有望保持年
均 30%以上的高速增长。今天，你
“租”了吗？明天，租还将改变哪些

产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记者

进行了调查。

租，渐成生活新方式

带孩子去朝阳公园乐高小镇租

借玩具，是北京白领赵宇周末的“必

选动作”。在他看来，每天花十几元

就能共享百余种玩具，既满足了孩

子的要求，又省钱、不占地，再划算

不过了。“孩子是‘乐高粉’，我是‘租

赁粉’。”赵宇拥有多个平台的租赁

卡，还尝试将闲置的玩具共享给

他人。

继租房、租车之后，雨伞、充电

宝、健身器材等生活中的小物也加

入了租赁大军。共享衣橱为女性带

来多变的造型，长租公寓让居住的

体验更加美好，共享汽车让驾驶成

为时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有

并喜欢上了“租客”的身份，租，也由

解决从无到有，向提高生活品质

转型。

蚂蚁金服芝麻信用副总经理李

丛杉认为，共享经济崛起，既顺应了

消费升级大趋势，又彰显了环保理

念，前景广阔。

有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参与
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7亿人。

租，造就产业新生态

市场中任何点滴的变化，都将

带来产业端的深刻变革。共享经济

也不例外。租，让产业间、环节间的

“朋友圈”越做越大，逐渐延伸出新

的经济形态。

以租衣为例，共享租衣平台与

设计师、工厂、供应商协同制造，不

仅创新设计，更培育诸多品牌，一些

平台目前已集合过百个设计师品

牌。

“除了要念好‘渠道经’，更要发

挥生态圈作用。”租衣平台衣二三创

始人刘梦媛说，衣二三甚至干起了

“洗衣活”，和福奈特合作共建智能

洗护工厂。

共享经济时代，市场似乎总有

着“不按常理”的出牌。租房“租”出

保洁、物业等产业；租车“租”出维

修、洗车等服务……以租为纽带，行

业间关联越来越紧密，融合共赢效

果凸显。

从需求“倒逼”生产，租的理念

和模式革新了供给的方法论。通过

云端分享生产线档期，实现企业闲

置资源利用，越来越多的制造商、供

应商加入了“租客”队伍，共享工厂

模式在各地兴起。

租，构建社会新秩序

租，改变了生产生活，也必将加

速构建起行业标准和秩序，推动社

会管理体系完善。

首先是信用。共享经济格外

需要构建互信互惠的商业环境。

信用免押等模式的介入为共享经

济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以共享

单车为例，蚂蚁金服数据显示，两

年多来，蚂蚁金服累计为近50个城
市 4800万用户减免押金超过 98
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

有为认为，信用商业的培养是个长

期过程，要通过完善和推广大数据

信用体系，加快政府部门服务信用

体系、企业经营诚信体系、个人信用

使用和管理体系融合，加速信用意

识和环境形成。

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

暴露出风险和隐患，安全是其中之

一。专家认为，应建立与之相适应

的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个人信息等安全保护，增强

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

“只有真正做到发展共同推进、

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标准

共同遵守，人们才能畅享共享红

利。”360公司董事长周鸿■说。⑥4
（据新华社）

共享经济加速渗透，深度改变你我生活——

今 天 ，你“ 租 ”了 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