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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洪 塔）明日，我

们将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秋”，立秋意味着炎热的盛夏即将

过去，秋天即将来临，不过立秋前

后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炎热之

中。专家提醒，公众要当心“秋老

虎”发威，注意采取避暑降温措施。

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标志着孟秋时节的正式开始，此

后，气温由最热逐渐下降。

昨日，市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

预报：受低槽东移影响，7日，我市

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雷阵雨，中

西部地区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短

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道路积

水、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引发的地

质灾害。

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具体情况

预报如下：8 月 7 日，阴天有中阵

雨、雷阵雨、中西部地区局部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气温 24℃～30℃；8日 ,阴天有分散

性阵雨，气温 24℃～32℃；9 日 ,多
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

25℃～33℃。⑥6

明日迎立秋 连日有降雨

爱国情·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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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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余耀耀）由市委

组织部、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主办的“党徽闪耀中原”

省第二届主题摄影大赛正在火热

进行中。

大赛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市共

产党员先锋形象和党的建设辉煌

成就，广泛挖掘我市各条战线、各

个领域、各个行业党员干部中的先

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投稿作品要求如下：须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彰显时代主旋律、传递社会

正能量的作品，不接收在以往省

级大赛中获奖入选作品；参赛作

品如出现署名、侵权、泄密等纠

纷，责任均由作者自负；所有入

围作品，主办方有权将其用于与

本次比赛相关的展览及社会公益

宣传等，不再支付稿酬；投稿作

品为 JPG 格式，文件大小控制在

5MB 以内，可以是单幅或组照

（每组照片最多为 6 幅），每人不

超过 5幅，组照不超过 2组；参赛

作品应按要求填写 《“党徽闪耀

中原”河南省第二届主题摄影大

赛作品信息表》，并提供 100字左

右的说明。

报送作品由各县市区党委组

织部、市直各单位、市管企业和大

中专院校组织人事部门收集初选

后统一报送，不受理个人报送。参

赛作品须于 8月 20日前发至征集

邮箱：190846552@qq.com。⑥5

“党徽闪耀中原”主题摄影大赛火热进行
征集截止时间：8月 20日

本报讯 （记者李佩佩 通讯员

刘 维）8月 5日，由省自然资源厅

组织的专家组对南阳中联水泥有限

公司绿色矿山建设项目进行了评估

验收，一致同意通过验收，达标

入库。

评估过程中，专家组严格按

照省 2019 年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

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具体要求，对

矿山生产现场进行实地察看，查

阅绿色矿山建设中环境保护、资

源开发利用、固废处置、节能减

排、数字化矿山建设等方面资料，

通过座谈了解企业在绿色矿山建

设过程中构建和谐企地关系、履

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专家组本着

客观公正、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南

阳中联绿色矿山建设进行了逐条

逐项评估打分。

在评估总结会上，专家组对南

阳中联绿色矿山建设取得的成效给

予充分肯定，并宣布南阳中联绿色

矿山建设项目通过验收。要求其提

高站位，落实责任，整改不足，铆

足干劲，逐步落实绿色矿山远景规

划，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确保绿色

矿山建设持续达标。⑥2

“绿色矿山建设”
通过评估验收

今年 5月，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

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到社区采集退

役军人相关信息，胡玲帮助父亲找

资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翻出一

张很破旧的荣誉登记证：

1945年 12月在华东野战军立三

等功一次

1947年 4月在华野三纵七师立

二等功一次

1947年 6月在华野三纵七师立

特等功一次

1947年 7月经华东野战军党委

批准为“战斗英雄”……

有些泛黄的登记证里密密麻麻

记载了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中的经历：26次立功受奖，其中有两

次特等功、七次一等功、八次二等

功、五次三等功，还获得过“人民英

雄”的奖章。

“原来我的父亲在战场上，是一

名战功赫赫的英雄！”60岁的胡玲这

才开始真正认识了父亲。

追 忆

拥有这么多战功，父亲为何隐

功藏勋，60 多年来只字不提？一个

傍晚，胡玲和父亲促膝长谈，这才揭

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

今年 93岁的胡兆富，在 1943年
参加泰宁抗日游击队，后被编入八

路军鲁南军区警备旅。由于上过几

年学、认识一些字，经过培训学习后

他成为一名卫生员，长期在一线救

治伤员。

鲁南战役、开封战役、洛阳战

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中南战役……这些原

本在历史课本和战争电影里看到、

听到的著名战役，胡兆富全都参加

过，大小战役战斗共有 46次。

在战场上胡兆富是离前线战

友、也是离枪炮最近的人，每当有战

友牺牲或者受伤，他都不顾枪林弹

雨、毫不犹豫冲上前去。情急危难

之时，为了团队他也曾扛过枪和战

友们并肩作战。

一次战斗中，排长、班长先后牺

牲，部队无法推进，胡兆富作为幸存

的支部委员，放下医药箱，一边组织

战士正面实施火力压制，另一边指

挥其他人利用战壕掩护绕后，成功

攻克敌人地堡，俘虏 10余名敌人，缴

获马枪、冲锋枪数支，荣立特等功。

胡兆富也跟女儿谈起他战伤后

遗症的来历。 1948 年的开封战役

中，胡兆富跟随突击部队冲进城里，

突遇敌机轰炸，他头部和胸部都被

流弹击伤，浑身是血，爆炸扬起的尘

土还未落下，负伤的他就带着两名

担架员往前冲，没有挖掘工具，三个

人就靠着徒手扒废墟救回 11 名伤

员，他自己却因失血过多倒在战场

上。

醒来时，胡兆富已在后方昏迷

数日，一块离大脑核心区域只有几

厘米的弹片，几经艰难取出，却留下

了严重的后遗症。胡兆富额头上至

今都有一块明显的伤痕，隔三岔五

就会头痛发作，今年 3月，71年前的

弹片余威仍在“作祟”，头痛发作时

他猝然倒地，导致腰椎骨折。

传 承

胡玲回忆，严厉、陌生——是父

亲给儿女留下的童年印象。

战争结束后，胡兆富响应“到最

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放弃金华市

卫生防疫站党总支书记的领导岗

位，主动申请到医疗条件落后的浙

西山区衢州市常山县，支援血吸虫

病防疫和治疗。

“救一个，再救一个”是胡兆富

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战场上抢救伤

员，还是在医院救治血吸虫病人，他

总会拼尽全力。

今年 76岁的杨丽君是胡兆富在

医院的老同事，“当时内科门诊人很

少，每天要接诊 150多个病人，胡医

师每天来得比我们早，走得比我们

晚，吃住基本都在科室或者值班室，

虽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却没和

他碰过几次面。”

杨丽君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

当年因为交通条件不便，胡兆富会

花上一天时间，徒步到距县城以东

40多公里的偏远乡镇毛良坞给病人

看病，有时候碰到病人没钱治病，他

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病人。

从 1963年到 1985年离休，胡兆

富在常山县人民医院临床一线工作

了整整 23年，他从未请过一天假；脑

子里的弹片后遗症引发头痛，他就

拿冰袋敷一敷；患膀胱炎尿血也不

休息，边吃药边工作；作为科室唯一

的党员，每年春节主动要求在医院

值班，一家人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完

整的年夜饭。

“父亲好像成为我的灯塔，一直

指引着我向前走，17岁选择学校时，

我也是受他影响进入了护理专业，

希望我的一生也跟父亲一样，在医

疗岗位上治病救人。”胡玲说。

守 护

胡兆富的柜子深处藏着一个鞋

盒，里面装着大大小小十多枚奖

章——华东野战军三级战斗英雄奖

章、华东军区第一届劳模代表大会

人民英雄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

历经数十年，奖章原有的明亮

金色有些褪去，出现了斑斑锈迹。

但当他翻出曾经的军功章时依然激

动澎湃，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反复

擦拭。

这个鞋盒胡兆富藏了几十年，

今年拿出来时也只让子女们匆匆看

了一眼，便又重新放回箱底。

担任过常山县人民医院院长

的王贞元，听闻胡兆富鲜为人知

的经历颇感意外。他说两人相识

30 多年，从来没听他谈起过战争

年代的事，这些军功章更是见所

未见。

胡兆富对个人利益看得很淡，

他的收入除了抚养四个子女，还

给有困难的病人垫付医药费、交

通费。十多年前，一位老战友来

家里看望他，询问是否享受到省

先进工作者的补贴待遇，他却只

是回答材料丢失了，也不准家人

去补办。

1985 年离休后，常山县人民医

院因为他出众的医德与医术，想要

高薪返聘，胡兆富只收取象征性的

一元钱报酬。一年之后，他选择退

出，他说那时候科室里来了不少专

业院校毕业生，应该把舞台让给年

轻人。

“您是真正的英雄，您身上的精

神如果能传承下去，会出现更多像

您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好党

员、好同志。”胡玲称赞父亲，但胡兆

富的脸上却流露出一丝伤感，“真正

的英雄牺牲了，他们走了，我才被大

家知道，我只是在完成他们未竟的

事业，守护当初的承诺，尽一名共产

党员的应尽职责。”⑥2
（据新华社）

60 岁 ，我 才 真 正 认 识 了 父 亲

为持续打好打赢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经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

小组研究，决定在市中心城区（高

速环线以内）实行大气管理“十禁

止”：

1.禁止“六全”措施和“三员”

管理制度未落实到位的各类建设

工地开工建设。

2.禁止未覆盖或覆盖不到位、

未安装 GPS 定位系统的渣土、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违规上路。

3.禁 止 过 境 重 型 货 车 入 市 ，

一律绕行雪枫路、信臣路、长江

北路、北京路和环城高速；禁止

大中型货运车辆 7:00 至 21：00 入

市内；禁止客、货黑烟车辆在中

心城区道路通行。

4.禁 止 生 产 、存 储 、运 输 、销

售、燃放烟花爆竹。

5.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垃圾及

露天烧烤。

6.禁止存储、运输、销售、使用

散煤行为。

7.禁止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或 设 施 不 正 常 使 用 的 餐 饮 饭 店

营业。

8.禁止未安装油气回收设施

或设施不正常运行的加油站运营；

禁止未安装废气净化设施或设施

不正常运行的汽车 4S 店、汽修店

运营。

9.禁止未覆盖或覆盖不完全

的建筑垃圾、沙石堆、物料堆露天

堆放。

10.禁止未落实全封闭防尘措

施的商砼站和石材加工企业生产

运营。⑥3

市城区大气管理“十禁止”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厚重的青砖外墙低声诉说着

烈士的英雄事迹，鞋帽等物品记

录着烈士的成长之路……在辽宁

开原，每逢清明节及重大节日，家

乡人民总会到安业民烈士纪念

馆 ，缅 怀 牺 牲 在 福 建 的 安 业 民

烈士。

安业民，满族，1937年出生于

辽宁开原，1956年加入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1957年 3月，20岁的

安业民应征入伍并被分配到旅顺

口海军一个海岸炮兵连当战士。

入伍后，安业民认真学习、刻苦训

练，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即使在生

病时也坚持操练，先后任电话兵、

运药手和瞄准手。

1958 年夏，由于战备需要，

安业民所在海岸炮兵连被调防到

福建前线。安业民坚决执行命

令、服从组织安排，随队伍到离

家乡几千公里外的福建。

在紧张的战前训练之余，安

业民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永远战

斗在海岸上，它是我生死不可分

离的土地。革命先烈的震动人心

的英雄事迹，是我军宝贵的财产。

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立场坚定，

像海边的青松。让党考验我，不管

暴风雨多大，也吹不坏、浸不倒共

产主义战士的信心。”“革命战士所

以活着，只应该有一个目的，就

是对人民有用……在战斗中如果

遇到紧急关头，我一定勇往直

前，毫不畏缩。”

1958年 8月 23日，在福建前

线与占据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炮战

中，一颗炮弹在炮位上空爆炸，

弹片击中火炮后面堆放的弹药

包，燃起熊熊烈火，火舌扑向炮

位左侧的数百颗弹头，严重威胁

着火炮和整个阵地的安全。

危急时刻，安业民不顾个人

安危，坚守战位，机敏地把炮身

向隐蔽壕转动。炽烈的火舌烧着

了他的衣服、伤及脊背和胳臂，

他全然不顾，以坚强的意志忍受

着烈火的燎烧，奋力转动方向

盘，直到炮身转回隐蔽壕中，才

跳下炮盘，滚灭身上的火焰。但

他却由于全身烧伤达 70%而陷入

昏迷。

苏醒后，安业民坚持不下火

线，再次登上炮位，准确完成了

指挥员下达的每一个战斗口令，

连续向国民党军阵地发射炮弹，

顽强战斗 40 分钟，直至炮战结

束。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

于 1958 年 9 月 9 日壮烈牺牲，年

仅 21岁。

弥留之际，安业民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中写

道：“在伤好后重返前线，狠狠地

打击敌人”。他牺牲后，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共青团

辽宁省委授予他“模范团员”荣

誉称号。福建厦门修建了安业民

烈士墓，纪念碑上镌刻着朱德的

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

不朽”。

在烈士故乡，为纪念英烈、

弘扬英雄精神，中共辽宁省委、

辽宁省人民政府于 1969年做出决

定，在英雄家乡以英雄之名成立

业民公社，安业民出生地四寨子

村改名为业民村。

1999年，辽宁省开原市业民镇

政府在业民村建立了安业民事迹

展室，2014年重新修缮后命名为安

业民烈士纪念馆，英雄遗志得以在

家乡热土上长久流传。⑥4
（据新华社）

安业民：

烈火中永生的海军战斗英雄

安业民像 （资料照片）

河南人·新乡贤出彩

通讯员 常杰敏

风雨无阻 ,17 年义务修路。他

就是社旗县李店镇贾桥村姚冲自

然村 72岁的老人张建春。

2002 年 ,当时村里通往乡政府

驻地的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 ,
遇到阴雨天气 ,泥泞不堪 ,过路行人

叫苦不迭 ,张建春便产生了把这条

小路修好的想法。他自己置办了

人力车 ,放上铁锹、铁锤、 头等工

具 ,还从村东的窑厂找来一些礓

石、砖块等建筑材料 ,开始进行路

面维修。他用铁锤把石块、砖头

等砸成小块 ,撒到路面的坑洼处 ,再
倒进去一些土渣 ,用铁锹等工具填

平后 ,再用铁锤慢慢砸实。就这样 ,
在他每天坚持不断的努力下 ,路面

上 200多个大小坑洼都被他填平修

复了。

17年的时间里 ,无论是酷暑烈

日 ,还是刮风下雨 ,张建春都没有放

弃过自己的维护工作。一旦发现

路面有破损 ,他就赶紧拿来工具修

复好。在他的带动下 ,很多村民自

觉地维护公路。以往抗旱浇水路

上的土台子没人管 ,张建春总是一

声不响地去清理 ,现在再也没有这

种现象了 ,人们浇完地会自动地清

理干净。

近年来，村里的路修成了水泥

路 ,张建春并没有停下来 ,保护路面

又成了他新的任务 ,很多时候都能

看到他在马路上巡视。

17年过去了 ,水泥路出现了很

多破损 ,路面有的出现了坑、洞 ,还
有的路面已经裂开 ,张建春就修补

路面 ,尽量保持路的平坦。

过去张建春也被很多人不理

解 ,但张建春有着一股犟劲儿 ,他认

准了的事 ,就要坚持下去。面对旁

人的非议和家人的微词 ,他丝毫不

理会 ,依旧每天外出修路。慢慢地 ,
大家被他的坚持感动 ,说闲话的人

少了 ,家里人也由他去了。修路就

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生命中

的一部分。⑥3

72 岁老人义务修路 17 年

8 月 6 日，2019 年“全民健身”老年人健身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我市 500多名老年健身爱好者参加了当天的展演活动 ⑥5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