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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本报讯 （记 者扈 玲 王潇
宇）百城提质助力西峡蝶变。7 月

25日、26日，中央、省、市各级媒体

记者 30余人齐聚西峡，观摩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大家纷纷点赞，感叹

西峡飞速发展的同时，还为居民守

住了一方碧水蓝天。

自 2017 年西峡县被确定为全

省第一批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试点

县以来，该县紧紧围绕“豫鄂陕接

合部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南水北

调核心水源涵养区、健康中原核心

功能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发展

定位，坚持“创文与提质”共融，“里

子与面子”并重，“颜值与内涵”兼

修，着力提升城市的吸引力、承载

力和辐射力，努力打造出“显山露

水、大气舒朗、绿洁畅美、流光溢

彩”的美丽新山城。 2017 年以来，

西峡县共谋划实施城市建设提质

项目 25类 280个，计划总投资 182.5
亿元，已完成投资 135 亿元。在座

谈汇报会上，30余位媒体大咖围绕

西峡的飞速发展展开热烈讨论，会

议厅播放的宣传片将西峡的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观摩期间，记者们顶着烈日，

参观了鹳河生态文化园、数字化城

管中心、李营背街小巷、仲景养生

小镇、白羽公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公园等区域，全方位直观

了解西峡县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

成果。记者们纷纷点赞，一位记者

感叹道：“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空气

还能如此清新，真不容易呀！”

据了解，西峡县被誉为“绿色

王国、天然氧吧”，全县林地面积达

396万亩，林木覆盖率 81%，是我省

第一林业大县，空气中负氧离子含

量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 14.7万个，

环境质量评价综合指数连年位居

全省前列，入围“全国百佳呼吸小

城”。⑥2

百城提质助发展 媒体大咖齐点赞

市住建局征集
房地产评估师等专家

规范房屋征收
维护公共利益

本报讯 （记者扈 玲 张冬梅）

7月 26日，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结

合我市房屋征收工作需要，即日起，

该局将面向社会征集房地产评估师

等专业人士，有意者可按要求携带

相关证件登记报名。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国务院 590号令）、《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

[2011]77号）有关规定，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成立南阳市房地产

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的通知》有关

要求，结合我市房屋征收工作实际，

市住建局公开征集房地产评估师以

及价格、房地产、土地、城市规划、法

律等方面专家。相关人员应持有本

科以上学历，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

相应任职资格。⑥2

增设指示标志
方便震时避难

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 通讯员

韩毓霈）近日，南召县滨河公园两个

广场上多了不少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

为了让人们了解地震应急避难

场所及其内部设施的位置，便于识

别和寻找，南召县应急管理局花费

23595元在滨河公园两个广场应急

避难场所及相关的应急设施、设备

和周边道路共 31处设置了指示标

志，包括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入口导引

牌 4处、安全疏散各种引导牌 7处、地

震宣传图片 20处，进一步普及了大

众对地震避难设施的认识。⑥6

爱国情·奋斗者
海拔 5373米，年平均气温零下 7

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

40%，气压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

这里就是我国海拔最高乡——西藏

自 治 区 山 南 市 浪 卡 子 县 普 玛 江

塘乡。

浪卡子县城到普玛江塘乡单程

70公里，爬升高度 800米；普玛江塘

乡至 6 个行政村，单趟行程 160 公

里。从马、自行车、摩托车到小货

车，邮递员次仁曲巴在这条线路上

整整跑了 14年，用脚步丈量高寒艰

苦的世界屋脊，搭起了村乡县信件

物资相通的桥梁。

“世界之巅”的信息使者

2005 年，次仁曲巴放下手中的

羊鞭，成为普玛江塘乡首位邮递

员。从那以后，他便成了普玛江塘

乡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

“以前这里从没见过穿绿衣服

的邮递员，牧民们收不到信，乡里也

不寄东西。”次仁曲巴说，刚干上邮

递员时，他 1个月最多送一两封信。

尽管业务量很小，但工作并不

轻松。“普玛江塘是纯牧乡，这里的

人出去放牧不好找。有一次，有户

牧民有封急信，我骑着自行车找了

好几天才送到他手里。”次仁曲巴

说，有的牧民不识字，有时候来了信

还要给他们念，然后再代他们回信。

普玛江塘乡萨藏村村主任扎西

说：“以前这里几乎与世隔绝，路也

不好走，电也不稳定，没有跟外界交

流的渠道，几天送来一次的报纸就

是我们了解外界的方式。这要感谢

邮递员。”

随着国家对普玛江塘乡的好政

策不断落实，牧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

大变化。以前连信件都收不到的角

落，现在各种网购的快递包裹也多了

起来。大家看电视、发微信、刷抖音，

通过各种渠道与外界建立联系。

“闲的时候，我拍一些放牧、

过节的短视频放到网上，好多人关

注我呢。”20 岁的萨藏村村民巴桑

卓玛说。

次 仁 曲 巴 的 工 作 越 来 越 忙 。

2013 年以来，他开始教乡民们网

购，教年迈的藏族阿妈跟儿子视

频，也教乡民们怎么邮寄物品。

“马上电商入村了，教会他们邮

寄，就能把乡里的特产卖出去，增

加收入。”次仁曲巴说。

徒步十年的行者

次仁曲巴走完普玛江塘乡 6 个

行政村的路需要 2天，每天投递行程

平均为 50公里，一半的路程他只能

徒步行走。

这样的路，他走了整整十年。

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

30岁的次仁曲巴患上了关节炎和高

血压。 2015 年转到县邮政工作后，

他负责从县到乡的报纸、邮件、包裹

送达。

现在，周一到周五，次仁曲巴每

天早上 8点从县里出发给几个乡送

邮件、包裹，收工经常要到晚上七八

点。有时赶不回去，乡民们便留他

在家里住一晚。

次仁曲巴不仅对本职工作认真

负责，对乡民更是像对待自己的亲

人一样。有一组离乡政府 30公里的

牧业点，牲畜得了怪病，他第一时

间赶回乡里，用摩托车驮来乡兽医

和药具箱，让医生及时治好了牲畜。

工作 14 年来，次仁曲巴投送报

纸 148 万份，信件 4.1 万封，包裹 3.5
万件，投递里程达 30万公里，从没有

漏投、错投，乡民们亲切地称他为

“大山的儿子”。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只要对乡

民有好处，认准了的路，我就要一如

既往地走下去。”次仁曲巴用行动践

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新时代的追梦者

做好投递工作的同时，次仁曲

巴一直向乡民宣传党的政策，教乡

民邮政存款、网上缴纳话费等。

很多当地农牧民没有到银行存

款的意识。次仁曲巴每到一户就主

动教乡民科学理财，讲清存钱的好

处，帮他们把钱存到银行 。

最近，次仁曲巴获得了“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他的工作劲头更足

了。为了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好地

传递给乡民们，他正在努力练习听

说汉语、写汉字。

如今，普玛江塘乡邮政又增加了

两名员工：格桑次仁和白玛同珠。格

桑次仁接了次仁曲巴的班，负责从乡

到村的投递工作；白玛同珠负责乡政

府附近的包裹和邮局的邮递工作。

西藏邮政大力推进农牧区“乡

乡通邮”工程，西藏县以下农牧区没

有邮政服务机构的状况已经彻底改

变。截至 2018 年底，西藏邮政已完

成 100%乡镇全覆盖。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普玛江塘

这个“天边之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谈起未来，次仁曲巴说：“我要

不断努力，帮助更多的群众，做好新

时代的追梦人。”⑥2 （据新华社）

在“ 世 界 之 巅 ”实 现 人 生 价 值

本报讯 （记者扈书峰 孟新
生）7月 25日，我省发布继续实施

“特岗计划”的信息，为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新招聘特岗教师 1.58
万名，我市招聘 2155名，网上报名

时间是 7月 29日～8月 4日。

今年“特岗计划”全省共安排

94个设岗县（市），其中，52个贫困

县安排招聘计划 9800 名，其他县

（市）安排招聘计划 6000名。招聘

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

上毕业生和师范类专业专科毕业

生，所有考生均要求具备教师资格

证，且年龄在 30周岁以下。

特岗教师服务期为 3 年。特

岗教师在聘用期间工资待遇、职称

评聘、评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

与当地公办学校教师享受同等待

遇。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特岗

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为每年人均

3.52万元。特岗教师服务期满后，

经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转为编

制内正式教师，并享受国家关于引

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各项优

惠政策。本次招聘的 1.58万名特岗

教师中，初中特岗教师 6017名、小学

特岗教师 9783名，全部充实到农村

学校一线教学岗位，为我省提高农

村义务教育质量再添新活力。

今年我省特岗教师招聘打印

准考证时间是 8月 8日～9日，全省

统一笔试时间为 8 月 11 日上午

9:00—11：00。具体内容可登录河

南省教育厅官网或河南省特岗教

师招聘网站（http://tgzp.haedu.gov.
cn/）查询。⑥5

我市招聘特岗教师 2155名
7月 29日开始网上报名

据新华社郑州 7月 26日电 记

者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为加强暑

假期间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营

造良好教育行风，《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加强暑期中小学校和在职中

小学教师有偿补课治理工作的通

知》日前下发，明确把有偿补课防

范治理作为暑期的工作重点，做到

疏堵结合，科学管理。

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全

面开展自查自纠和重点治理查

处。中小学校要落实主体责任，严

禁利用暑假组织学生进行违规补

课、举办补习班等行为，逐人摸清、

排查教师参与有偿补课情况。各

地、各校要将治理在职中小学教师

有偿补课等作为师德建设的重点

和师德表现考评的一票否决项，建

立工作台账，公布社会监督投诉渠

道。对监管不力、问题频发、社会

反响强烈的学校和地方，要严格追

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河南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治理有偿补课，要做到疏堵结

合。各地、各校要坚持治理与预

防、规范与引导、专项整治与长效

管理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探索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管理新机制，鼓励采

取公益辅导、志愿服务等形式满足

家长和学生的合理补课需求，探索

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

式。⑥5

在职教师暑期有偿补课，严查！

在豫南方城县，每到傍晚，主

干道“凤瑞路”两侧战机造型的路

灯准时亮起，在夜幕中显得熠熠生

辉。这里就是空军著名战斗英

雄——“铁杆僚机”杜凤瑞的家乡。

杜凤瑞，1933年出生，河南方

城人。出身贫苦的他，幼年过着乞

讨流浪的生活，后给地主当长工，

尝尽人间辛酸。怀着对旧社会的

刻骨仇恨和对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杜凤瑞于 1948年 5月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1956年 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参军后，杜凤瑞的阶级觉悟迅

速提高。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个

革命者，首先要确定坚定不移的革

命人生观，就必须注意培养自己的

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和

人民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

己为人的风格，能够为党的利益，

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

杜凤瑞作战机智勇敢，不怕牺

牲。1948年 8月，他首次参加河南

南阳白河战斗就荣立战功。1952
年在云南剿匪战斗中担任司号员，

带病出色完成任务，立二等功一

次。同年 4月，调空军航空学校学

习飞行。

学习期间，他以志愿军飞行英

雄为榜样，克服文化低的困难，以

顽强的毅力学习航空理论，钻研飞

行技术。他白天认真听课做笔记，

晚上熄灯后就在厕所里借着灯光

看笔记。后来，学校怕学员把身体

搞垮，不让他开夜车。他又买了个

手电筒，在被窝里打着电筒偷偷地

学习。由于他勤奋刻苦，结业考试

时取得全优成绩。

毕业后，杜凤瑞被分配到空军

飞行部队，认真训练，虚心求教，飞

行技术迅速提高。1957年被评为

优等射手，被誉为“铁杆僚机”。

1958年 10月 10日拂晓，杜凤

瑞所在的飞行中队在福建龙田上

空，同窜犯大陆的台湾国民党空军

6架飞机展开激战。他驾 4号机随

长机直插国民党军机群，当发现一

架 F- 86 战斗机从后面偷袭长机

时，立即加大油门首先发起进攻，

一举将其击落。长机脱险，但自己

却陷入 4架敌机的围攻，座机被击

中，头部受伤。危急时刻，他无所

畏惧，忍着伤痛，驾驶受伤座机，咬

住对方一架飞机穷追不舍，从 1.2
万米高空追击到距地面 3500 米

处，将其击落。当准备拉起飞机继

续战斗时，因座机受伤严重，失去

操纵，他被迫跳伞。在即将降落地

面时，遭敌机袭击，壮烈牺牲，年仅

25岁。

同年 11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政治部为他追记一等

功。1964年 9月 29日，空军领导机

关授予他生前所在中队“杜凤瑞中

队”荣誉称号。

杜凤瑞牺牲后，为纪念传承他

的事迹和精神，方城县修建了杜凤

瑞纪念馆，并且先后将县城主街道

命名为凤瑞路、县城最大的广场命

名为凤瑞广场、县城东关命名为凤

瑞办事处，并将英雄故里赵洼村改

为凤瑞村、村中学改名凤瑞中学。

60多年来，杜凤瑞的英雄事迹

传颂不衰。方城县人武部教导员

马庆赐连续 30年挖掘杜凤瑞烈士

事迹，写成近 70 篇系列报道。杜

凤瑞胞兄杜凤嘉老人则深入部队

和学校，投身国防教育，先后为 10
余万听众做报告 200 多场。陈列

于杜凤瑞纪念馆的“杜凤瑞战机”

30年来“会客”超过 300万人次。

如今，方城县以“飞行员摇篮”

闻名。方城县人武部介绍，在杜凤

瑞烈士的影响下，方城县连续 20
多年出现“参军热”，为军事院校输

送学员近千人，其中飞行员 142
名。⑥4 （据新华社）

杜凤瑞：

“铁杆僚机”慑长空

杜凤瑞像 （资料照片）

图①：7月 26日，

内乡县举办“放歌湍

河”欢乐周末公益红

歌会 ⑥6
通讯员 王国庆

贾 玲 摄

图②：南阳优良

的生态环境吸引多种

鸟类安家落户。图为

宛城区溧河乡竹园庄

一处密林里的白鹭繁

育地 ⑥5
特约记者 许学智 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