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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古稀老人义务护路 36 年
只为“
让大家走得舒坦”
雪后初晴，大地银装素裹。
77 岁的王光玉老人像往日一
样拿着铁锹、扫把，来到村前
的公路上，开始了一天的义务
清雪工作。

风雨无阻， 义务护路
成了生活一部分
王光玉是卢氏县五里川镇
北阳坡村农民，也是一个有着
54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王光
玉全家六口人，妻子和女儿均
患有精神障碍，女婿患有肢体
残疾， 两个孙子还在求学，平
日里靠种植几亩薄田和低保
维持生计，家境十分贫寒。
北阳坡村前后的 3 公里
公路是全村人出行的必经之
道，同时是五里川镇鱼塘沟五
个村数千名村民出行的必经
之路。 1957 年至 1981 年间，

王光玉先后在村里担任过生 县委、县政府和五里川镇党委
产队队长、大队治保主任和公 政府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
路养护工。 1981 年以后，从事 “最美党员”；在第十届三门峡
公路养护工作没有了报酬，但 市道德模范、三门峡好人评选
是王光玉在依靠几亩薄田养 活动中，王光玉被评为第十届
活一家人的同时，依然坚持义 三门峡市道德模范。
务护路。
王光玉老人的善行义举也
36 年如一日的义务护路， 感动着身边的人， 他的家人、
王光玉风雨无阻， 从未间断。 邻居，甚至其他村民也加入了
护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重 义务护路的行列。 如今，农闲
要内容。
时、闲暇时跟着他扫路、护路
当笔者问他义务护路是为 已成为当地村民生活的一部
了什么时，王光玉说了一句很 分。
采访中，王光玉告诉笔者，
实际的话：“我没有其他啥目
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走着舒 只要一天不倒下，他就要将护
坦。 ”
路这项工作坚持下去，为村民
出行保驾护航同时，充分发挥
德耀山乡， 善行义举 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带动更
多的村民，加入到助人为乐的
带动众相邻
平凡中见证伟大， 坚守中 志愿服务队伍行列，弘扬社会
（赵富林）
散发光芒。 王光玉多次被卢氏 正能量。

小仪式 大改革
——
—卢氏县监察委员会挂牌活动清新简约
没有鲜花，没有地毯，没有
领导讲话。 有的只是列队，揭牌，
鼓掌， 整个仪式用时不到 5 分
钟。 这是日前卢氏县监察委员会
成立挂牌仪式上出现的新气象。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卢
氏县转变工作作风刮起“简约
风”， 率先向繁文缛节的开工典
礼、挂牌仪式开刀。 卢氏县委县
政府出台相关文件规定新项目
参加开工仪式的人数和程序能
减就减，力求简约。 同时，针对以
往的“文山会海”，决定能不开的
会就不开， 能不发的文件就不

发，会议内容能合的就合，必开
的会能减议程就减，尽量压缩会
议规模和会期。
“该县监察委员会挂牌成
立，标志着该县监察体制改革迈
出了关键性一步，但挂牌活动不
必追求隆重，扎实履职才是最重
要的。 纪检机关作为党内监督专
门机关，更应带头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 带头努力转作
风、改作风。 ”该县监察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掷地有声地说。
（李建峰）

惧怕拘留所过年“老赖”主动还钱

接受传统教育 传承道德文化
义马市人民法院积极参与道德讲堂活动

近日，义马市道德讲堂总 文化教育。
此次道德讲堂特邀郑州
堂第一期在千秋矿俱乐部拉
开帷幕。 该市领导冯勇、刘万 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央电视台
增、邱明涛等，以及来自全市 《百家讲坛》 主讲嘉宾——
—王
各级文明单位的 1000 名干部 士祥专题讲授《传统文化与道
职工现场聆听了此次道德讲 德养成》。
堂。 义马市人民法院积极组
义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织、踊跃参与，接受传统道德 长刘万增就进一步办好道德

讲堂作出指示。 他强调，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 明确标准，推
动道德讲堂广泛深入地开展
起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进一
步提升广大干部群众的“精气
神”，为“决胜二次创业、加快
转型发展”打牢共同的思想基
础，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出应有
的贡献。
活动结束后，义马市人民
法院组织召开座谈会，干警积
极分享参加此次道德讲堂的
体会感受。 他们纷纷表示，要
积极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凝聚
道德能量，从自身做起，从身
边事做起，将中国优秀的传统
道德文化发扬光大。（马领海）

卢氏县检察院——
—

开展新春走访慰问活动
日前， 卢氏县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郭煜与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李少军一起看望慰问
该院退休检察干部、烈属、省级
劳模和优秀村支书， 为他们送
去米、面、油、棉被等慰问品和
慰问金，表达党和政府的关怀，
并致以新春的祝福。
2018 年，是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全县
上下勠力同心、 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 郭煜一行专程来到
城关镇共建路居委会党支部书
记朱金贵家中， 认真听取群众
和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的思想感受， 就居委会群众反
映的具体问题， 共同商讨解决

方案。在省级劳模武金种家中，
郭煜高度称赞了武金种为全县
食用菌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鼓励他发挥余热，为城关镇“首
善之区” 建设再立新功。 作为
1972 年支援卢氏县建设的外
乡人， 武金种高兴地说：
“我和
老伴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卢氏，
卢氏好！ ”
（张诚）

2016 年，张某以买房需要资
金为由，向任某借款 3 万元，到了
双方约定时间却迟迟不肯还钱。
多次索要借款碰壁后， 任某决定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将张某诉至
卢氏县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张
某依然不履行生效判决书所确定
的义务， 任某只好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随后， 执行干警前往被执行
人家中， 给张某讲述不履行义务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眼见春节就
要到了，如果不还钱，不但会被拉
入失信黑名单公开曝光， 而且有

可能面临着被拘留的后果， 张某
顿时心生怯意， 当即向执行干警
保证，要和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
第二天将钱送到法院。次日，张某
主动来到法院， 经过和申请人协
商， 申请人答应一次性给付两万
六千余元，张某当场履行完毕，案
件顺利执结。
这起借款案件， 从立案执行
到结案仅用时五天， 卢氏县人民
法院执行干警快速高效的办案效
率获得当事人高度称赞。
（韩若雪 姚琳琼）

陕州区 131 名党员领导干部——
—

参加全市党规党纪暨
廉政法规知识任职资格考试
2 月 9 日， 陕州区及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共 131 名党员领
导干部参加了全市党规党纪暨
廉政法规知识任职资格考试。
考试内容主要涉及党的十九
大报告、十八届中央纪委工作报
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

简
讯

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 通过考
试，进一步调动了党员干部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章党规党
纪的热情，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
围，使党员干部把学习党规党纪
形成常态， 真正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赵峰 王尉）

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为把党和政府对离退休
人员的关怀落到实处，卢氏县环保局领导班子成员前往
该局退休职工家中，提前给他们拜年，送上春节的祝福，
同时送去了节日慰问品。
（呼延华伟）
近日，按照卢氏县各党工委民主生活会工作安排部
署要求，卢氏县住建局召开 2017 年度党委民主生活会。
该局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郭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