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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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段 平 通讯员

王海彦）8月 7日，记者从市老龄办

获悉，按照我市“一网通办”“最多

跑一次”审批服务要求，本着爱老

惠老助老工作宗旨，市老龄委决定

自 2019年 8月 19日起在全市范围

内启用老年人优待证管理系统，换

发 IC卡式老年优待证。

本次研发的老年人优待证管

理系统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更高

效。可通过系统自动读取、识别申

请人个人信息，多种方式采集申请

人照片（现场抓拍、读取身份证照

片或申请人提供的证件照电子

版），快速自动制作 IC卡式老年优

待证。二是更便捷。相比以前，申

请人需提供的材料更加简化，换发

优待卡后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办

理；办理流程更加快捷，在启用系

统后，各县（区）也可为申请人现场

出证，不需再前往市老龄办加盖钢

印，大大缩短了各县（区）办证时

间。三是更智能。即将换发的老

年优待卡可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

联系人信息自动生成紧急救助二

维码，卡内存储本人及紧急联系人

姓名、联系电话、既往病史等信息，

紧急情况下可扫描二维码联系家

人，实现对老年人的紧急救助。

市老龄办提醒广大老年朋友，

及时关注相关新闻报道，待换证工

作启动后即可前往各县（区）及市

行政服务大厅免费换证。⑥2

老年优待证 19日起升级换代
新证突出高效便捷智能化

人生如果能够再次抉择，她仍

然不后悔 21年前的那次抉择。那一

年，满怀着憧憬，胡小燕毅然踏上绿

皮火车，从农村迈入城市。

24岁以前，胡小燕还是一位种地

的农民；1998年，随着滚滚南下的打工

洪流，一路颠簸了 38个小时，胡小燕

踏上珠三角的土地，成为一名打工妹。

20 多年来，从陶瓷厂的一名工

人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佛山

市三水区总工会副主席，胡小燕实

现了人生价值。伴随而来的，是“全

国优秀外来工”“改革先锋”等一系

列荣誉称号，可胡小燕总是很淡然

地说：“我对自己的定位，始终就是

一名打工者，以前在工厂打工，现在

为群众打工。”

最苦的日子

初 到 广 东 ，胡 小 燕 跳 过 几 次

槽。度过了恐慌、迷茫、无助的不适

应期，她逐渐下定决心：无论前路多

坎坷，都要奋勇前进。强烈的危机

意识，让她意识到：唯有知识，才是

继续奋斗的勇气之源。因此，她利

用一切机会，拼命地汲取知识。

在第一家陶瓷厂打工时，她每

天都会利用别人休闲娱乐的时间

“偷师学艺”，刻苦钻研技术。

2002 年，她应聘进入广东三水

新明珠建陶公司，从最基层的普通

分级员干起。工作之余，胡小燕买了

一台 5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利用业

余时间从五笔字法练起。丈夫是搬

运工，工作很辛苦，为不影响他休息，

胡小燕晚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偷偷地

练，经常一练就到凌晨两三点。

“如果没有努力奋斗，就不可能

有收获。”胡小燕说，进入新明珠建

陶公司，是她人生的重大转折。公

司“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企业

文化，也让实干打拼的外来工看到

向上的无限空间。

胡小燕干活很拼命。一年夏

天，因客户要货急，工厂必须赶工赶

时，就连刚从窑炉出来的热砖都要

分选。胡小燕身上有伤，分选热砖

只会加重伤口感染，丈夫责备她不

顾身体。但胡小燕没有理会，还是

坚持加班。“因为那时候一箱算两

箱，能多挣一倍的钱，再说这么热的

天也没有别人愿意去干这个活，我

必须站出来替企业分忧。”胡小燕

说，她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从普通窑头工到跟班质检，再

到车间副主任，胡小燕在短短两年

时间内就实现了三级跳。

最难的抉择

2008 年，胡小燕当选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首批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农

民工代表。

“人生只要做出选择，就不要后

悔，哪怕是撞了南墙。”胡小燕说，

“因为你成了外来工群体的代言人，

那么你就不能只为你自己，你还要

多为这个群体去鼓与呼。”

在任期的 5年里，胡小燕尽己所

能，一共提交了 20条建议，涉及农民

工的生存环境、就业发展、子女就

学、医疗保障、住房福利等多方面问

题。胡小燕说，她身上承载的不再

是一个人的得与失，而是两亿打工

者的重托与希望。

2011年 7月，胡小燕通过考试，

告别了企业的管理工作，到佛山市

三水区总工会上班。

这次人生抉择，对于胡小燕来

说，是最艰难的一次。因为在企业，

她已被列入高管培养的后备人选，前

途可期；而转变成公务员，则是一条

完全陌生的人生道路。经再三思考，

胡小燕选择了最有挑战性的那条

路。“这一年我 34岁，我把自己全部归

零，决心一切从头开始。”胡小燕说。

“打工妹、车间主任、工会副主

席，你觉得哪个角色的幸福感更

高？”记者问她。

“最后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

能帮助到更多的人，自己才更开心

快乐。”胡小燕的回答不假思索。

最欣慰的时刻

“有一次，珠海一个工厂老板跑

了，89个工人 5个月没领到工资，他

们找到我。我把信息转到广东省总

工会，由省总工会督促当地工会解

决，最后工人们获得了应有的赔

偿。”胡小燕说，这是她人生最欣慰

的时刻。

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到工会

副主席的新岗位，胡小燕倡导开设

了一系列“小燕”品牌活动，努力为

农民工争取权益。开设“海燕信箱”

专栏，积极推广“小燕乐园”“小燕成

长”“小燕维权”服务职工项目，建立

多个公共场所“爱心妈妈小屋”；推

广“小燕成长”职工学历提升计划，

让广大职工享受教育红利……

如今，“小燕暑期乐园”已成为

三水品牌名片，不仅解决了务工子

女暑假托管问题，更切实提高了外

来工的存在感和归属感。

多年来，胡小燕不忘初心，“职

工作为第一牵挂”始终是她的工作

理念。她扎根基层了解职工的疾

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真心实意为职

工办实事，努力做职工群众的贴心

人。

“与时代同行，让梦想花开。”胡

小燕说，人生有时没有其他选择，只

能努力向前冲。任何时候你把自己

的工作当事业做，相信一定能做好。

“从窑头工到车间副主任，从中

层管理人员到全国人大代表，这一切

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人生幸运。”胡

小燕说，“感恩时代，因为改革开放，

才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群体在珠

三角立足，让梦想生根发芽。”⑥2
（据新华社）

为 群 众“ 打 工 ” 让 梦 想 生 根 发 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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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遂宁市烈士陵园的两

排参天柏树旁，坐落着一尊“手抱

炸药包，向前冲锋”的志愿军人铜

像——这就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

伍先华的纪念雕像。每年 9 月 30
日烈士纪念日，当地干部群众都会

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数百名中小

学生在这里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伍先华，1927年出生于四川省

遂宁市安居区东禅镇，自幼家贫。

念了两年私塾后，15岁时被拉壮丁

入伍。在国民党军队里，伍先华受

尽折磨。 1949 年 12 月，他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次年 8月加入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 3月，伍先

华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

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

美援朝前线。

在 1951 年 4 月至 6 月进行的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伍先华冒

着敌人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把受伤

的班长背下阵地，又返回战场痛击

敌人，打退敌人三次反冲击，荣立

三等功。同年 8月，他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伍先华所在部队向北转

移，他调到连部照料重病的连长，

不久升任二连一排三班班长。在

部队修筑防御工事挖交通壕时，伍

先华勤动脑，想出先掏空底层，再

砸上层的办法，将工效提升两倍。

修穿石坑道时，他又找到窍门，使

爆破进度由 30 厘米提升到 50 厘

米。对待战友，伍先华更是表现出

春天般的温暖。修工事、劈木柴的

斧头不够用，他就让战士们休息，

自己顶风冒雪彻夜干。晚上大家

睡觉后，伍先华还给战士刮掉鞋上

的冰块，烤干湿鞋。战士脚冻，他

把袜子送给战士穿，自己却用破布

包脚。伍先华带领战士出色地完

成了修筑工事的任务，又荣获三等

功。

连队到驻扎地附近练兵时，伍

先华所在的班住在一户朝鲜老乡

家里。这家只有老两口和两个小

孙子，生活困难。于是，伍先华和

战士们研究出既能练兵，又能帮老

人家做事的办法：爬山演习时，每

人背回一捆干柴；冲锋演习时，顺

便把粪背上山，把玉米收回家；晚

上谁站岗，谁就给牲口添把草。两

位老人十分感动，把志愿军当自己

的亲人看待。

1952 年 9 月 29 日下午 5 时，

官岱里反击战打响。伍先华领着

班里党员战士宣誓：“在党需要的

时候，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然

后，伍先华指挥全班分两个爆破

组冲向目标。在连续炸毁了几个

地堡后，正面进攻部队仍被敌人

机枪扫射压住不能前进，爆破组

也有很大伤亡。当此紧急关头，

伍先华抱起一捆 10公斤的炸药包

冲向火海，即使中途中弹倒地，

仍冒着枪林弹雨爬到敌人火力

点，最后拉燃导火线冲进坑道，

炸死敌人 40余人，扫除了部队前

进的障碍，为官岱里反击战的胜

利创造了条件。伍先华壮烈牺牲

时，年仅 25岁。

1952年 11月 2日，志愿军政治

部给伍先华追记“特等功”，并追授

“一级爆破英雄”称号。同年 12
月，他被志愿军政治部授予“模范

党员”称号。伍先华生前所在班 12
军 100 团一营二连三班被命名为

“伍先华班”。

1953年 6月 25日，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追授伍先华“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其金

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⑥4
（据新华社）

伍先华：

抱着炸药包冲向火海的战斗英雄

伍先华像 （资料照片）

本报讯 （记者余耀耀）“唱响白

河”群众文化演出活动淅川县专场将

于 8月 8日（本周四）晚 7:30在市民服

务中心广场（范蠡东路与南都路交叉

口向东 200米路南）举办。

本场演出以“魅力淅川 诗画丹

江”为主题，用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节

目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淅川县以绿色发

展、生态保护为主线，奋力建设水清民

富县强新淅川的生动场景，表达了 67
万淅川人民和全市人民一道喜迎祖国

华诞的喜悦心情和美好祝福。

本次演出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广旅游局主办，南阳广播电视台、

淅川县委宣传部、淅川县文广旅游局

承办。

魅力渠首 诗画丹江

“唱响白河”淅川专场今晚上演
本报讯 （通讯员周君晓

樊光峰 刘亚伟）内乡县王店

镇以创建市、省“文明村镇”

为契机，进一步激发党员干

部和居民参与文明创建的积

极性。

王店镇成立镇、村两级创

文工作机构，切实把文明创建

工作纳入全年工作目标，积极

整合各类资源，全面开展道德

模范、美德少年等先进典型评

选及表彰活动，进一步弘扬了

社会正气，全镇上下形成了“学

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的浓厚氛围，为创建市级、省级

文明乡镇工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也进一步提升了全镇居民

的幸福指数。⑥5

开展文明创建 提升幸福指数

本报讯 （记者洪 塔 实习生

杨 会）为进一步加强餐饮服务业

油烟污染整治，改善空气环境质

量 ,连日来，宛城区城管大队在辖

区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油烟污染

专项整治活动，为广大居民营造清

新宜人的居住环境。

此次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专

项整治行动，各辖区中队采取定点

坚守和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整治模

式，对辖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开

展拉网式集中整治，加强对辖区内

油烟污染的监督管理；并对重点部

位的餐饮商户逐户排查，对一些油

烟污染物排放超标准的商户逐一

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油烟

净化设施正常运转并定期清洗，逾

期未整改的商户将坚决予以关停，

直到整改达标为止；同时延长夜市

管理时间，清理取缔辖区未经审批

在各主次干道、人行道、沿街门店

外等经营的餐饮夜市、露天烧烤摊

点等。

至目前，该大队共清理违规餐

饮摊点 52个，取缔露天烧烤 6处，

并对 60家大小饭店的油烟净化设

施进行了排查，下达整改通知书 9
份。⑥3

整治餐饮油烟 守卫蓝天白云

“感动南阳”2018年度人物集体留影 全媒体记者 王维纲 摄

本报记者 曾庆芳

总有一种精神令我们感动，总

有一种情怀让我们动容。8月 7日
下午，“感动南阳”2018年度人物颁

奖典礼举行。

此次登上“感动南阳”荣誉榜

单的分别是留得清香在的岳金莲，

一人普法团的符光录、独臂亦翱翔

的李健、大爱无疆界的卧龙区志愿

者协会、少年志气高的张晓茹、誓

言铮如铁的张凯、医者仁爱心的丁

玉召、剑胆亦琴心的牛娅、中流有

砥柱的杨登中和污渠绽金花的女

子疏浚班。

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专题片、

现场访谈、宣读致敬词等形式，充

分展示了获奖人物的感人事迹和

崇高精神。他们依次走上舞台，用

朴实的话语传递着人间大爱、述说

着无悔人生，用精神的温度和道德

的高度震撼着世人的心灵。

一肩担当，清贫劳累，散尽家

财，在所不惜。43 年来，岳金莲日

夜操劳，不畏艰辛，先后收留了 10
位病患失能老人和 15位孤残儿童，

用大爱为老人和孩子们筑起了一

个温暖的港湾。

人间最小普法团，痴心不改普

法路。身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符光录放弃致富门路，不计报酬，

深入农村宣传法律知识，翻山越

岭，风餐露宿，在农村大地巡回演

出，观众达百万人次，被评为全国

普法先进人物。

一场意外事故，让李健失去了

一条胳膊。从“活过来”到“干起

来”，他打破医生的预言，把磨难变

为了成全；从“身躯站起来”到“内

心强起来”，身为桐柏县埠江镇付

楼村的党支部书记的他，带领乡亲

们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阔步前行，

被誉为“脱贫路上新的桐柏英雄”。

成立两年来，卧龙区志愿者协

会在国内率先开展互联网筹款模

式，开展一系列慈善公益救助活

动，累计救助大病患者 700余名，筹

集善款 8700多万元，为 700多个家

庭解了燃眉之急，谱写了一曲爱与

奉献的公益之歌。

年纪虽小、志气却高。作为我

市唯一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的

“移民学生”，张晓茹在 8岁那年成

了年龄最小的移民政策宣传员，后

来她又加入了“渠首护水队”，用爱

水护水的故事感染教育身边的同

学和远方的游客，使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环保志愿活动中。

6 年枕戈待旦，600 次抢险救

援。市消防支队白河中队消防员

张凯入队 6年，共参加抢险救援 600
余次，在赴汤蹈火中诠释忠诚和担

当，书写了消防员的壮丽人生。

开的是药，给的是情；看的是

病，救的是心。内乡县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任丁玉召兢兢业业，坚

守在一线，先后为千余名患者成功

实施了手术。在他的大力宣传下，

该院器官捐献者达 27例，使 109人
受益，81人生命得以延续，28人重

见光明。

铁肩守护公平正义，柔情化解

矛盾纠纷。 2018 年，卧龙区人民

法院速裁中心的副庭长牛娅和她

的团队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 522
件，用真情和责任诠释法律的庄

严和温暖。她还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活动，帮助留守老人、妇女和

儿童，展示了一位人民法官的博

大胸怀。

走村入户，丈量民情；付出艰

辛，守住初心。方城县拐河镇辛庄

岭村党支部书记杨登中带领群众

寻找致富门路、发展产业，使辛庄

岭村从一个土地贫瘠、区位荒僻的

山区后进村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

市级文明新村、县级标兵村。

22 年如一日辛勤付出，9 名女

子疏浚班的成员，在中心城区 2894
座窨井中掏出了可以装 600节火车

皮的 6万吨污泥，用信念谱写了劳

动光荣的信条，用青春镌刻下敬业

奉献的精神。

时代在变，人们对善的向往、

对美的渴望不会变。颁奖典礼现

场，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蕴

含着暖暖的真善美，散发着满满的

正能量。凡人善举，小善大爱，榜

样的力量，指引着人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奋力前行！⑥4

善行如春风 德润文明城
—“感动南阳”2018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