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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站在建党97周年的历史起点，回溯9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过往，郑东新区涌现出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郑州晚报·郑东时报》集中宣传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来示范引领党员干部
锐意进取、砥砺奋进。

不忘初心 用行动践行党旗下的誓言

郝国新曾多次获得“优秀工会工作
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2011年郝国新从工会工作岗位退休后，
仍然在离退休管理中心、住宅小区、河
南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地发挥着余热。

他在离退休管理中心担任党小组
长期间，对工作认真负责，收缴党费工
作，对退休人员来说相对困难，但他不
怕麻烦，利用短信联系、上门服务和代
缴等形式，圆满地完成了每年的收缴
党费工作。

郝国新自幼热爱文体活动，年轻
的时候就是文体骨干。退休以后，被
大家推选为歌舞协会会长，在离退休
管理中心的支持下，在民航花园小区
举办了歌唱学习班，把以前所学的乐
理知识传授给其他离退休老同志。后
来，在文体协会会长的支持和帮助下，
组织成立了老年合唱团，2015年在离
退休管理中心举办的“庆祝抗日战争
胜利 70周年”歌会上演出的大合唱，
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

发挥余热 载歌载舞歌颂新时代
如意湖办事处 郝国新

原机场集团公司离退休管
理中心有这么一位共产党员，他
叫郝国新，今年67岁，1997年
从机场建设指挥部转入民航工
作以来，一直从事着自己热爱的
工会事业。在职期间，他爱岗敬
业，勇于创新，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
记者 王阳 钱凯悦
通讯员 赵枞聪 文/图

退休后发挥余热 教授乐理受好评

郝国新还报名参加了河南省老干
部艺术团。几年来，他学习和排练了
几十个大型舞蹈节目，演出 200多场
次，其中有到工厂、部队、学校和监
狱的公益性演出，有商业性演出，有
全国、省、市的各类老年舞蹈大赛。
获得国家级金奖两次、省市级金奖
各一次，起到了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为群众服务的作用，多次受到河
南省老龄委和河南省老干部活动中

心的表彰奖励。
从 2017年组织关系

转到天时路社区党支部

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为社区
的党群工作积极奉献。

他坚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
在党组织换届、“三会一课”等工作中，
主动提建议，并帮助做工作，起到了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大家眼里，“老郝”是一个从不
计较荣誉和个人得失的人，退休后仍
然能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尽到
了党员应尽的义务。他依然一如既往
地做着他喜欢做的事，永远也闲不住，
愿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极度发挥，他是
一个与时俱进、永葆青春的人。

严格要求自己尽党员义务

尚桂珍 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3~2013年在中牟县环境保
护局任环境监测站站长，2013年至
今，任郑东新区豫兴路办事处环保
办主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尚桂
珍始终坚信，每一位共产党人都可
以在鸿篇巨献的历史篇章中留下
光荣的印记。

自任职郑东新区豫兴路办事处
环保办主任以来，尚桂珍不断提高
业务素质，加强自身修养，兢兢业
业、创优争先，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
一致好评。

在平日生活与工作中，尚桂珍
不断坚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坚持牢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在平时的工作中，她时时刻刻严
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维护党
的团结统一，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
应有的模范作用。在生活中，总是
以“与人为善”的心态对待每一个
人，将党组织的温暖传递给身边的
每个同事；在参加组织活动时，不计
得失，用自己的爱心让群众感受到
党的温暖。

在环保道路上，烙下深深脚印
豫兴路办事处环保办主任 尚桂珍

仰脸看青天，低头看清水，
一步一步踏在环保的道路上，烙
下深深的脚印。这就是郑东新
区豫兴路办事处环保办主任、市
级优秀共产党员尚桂珍的真实
写照。几十年来，她始终秉持着
勤奋、谦逊、求实、严谨和清正廉
洁的态度，为环保事业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
记者 王阳 钱凯悦
通讯员 翟鹏 文/图

坚定信念，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20多年的环保工作，她爱岗敬
业、尽职尽责，坚信奉献是一种责
任，要在这种责任中品尝苦与乐。
自从担任郑东新区豫兴路办事处
环保办主任，为加大环境保护工作
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
的环保意识，她深入村庄、企业、工
地、校园等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
见，参与民意调查。

同时在辖区内发放大气污染防
治系列各类宣传画册30000余套、条
幅400多条，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
建设“美丽豫兴”的热情。

为做好豫兴路办事处辖区内
扬尘治理工作，她对辖区内的在
建工地、拆迁工作等扬尘污染
源，进行拉网式排查、分类，并建
立动态信息台账。积极落实市
政府“三员管理制度”，要求在
建工地严格依照“ 8 个 100%”标
准进行施工，并对现场不达标的
工地，依次开具整改通知书、整
改告知书和罚款通知书。截至
目前，共 开 具 整 改 通 知 书 348
份、整改告知书 267 份，罚款 460
万元。

任职环保，带领辖区居民共同创造美丽豫兴

“支部强不强，关键在班长。”自从
曹福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始终
坚持带领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知
识、法律法规。从班子建设入手，对
“两委”成员的工作作风及思想进行整
顿，要求“两委”成员通过学习提高政
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利用“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
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和为
群众服务的本领。“既然群众信任
咱，上级党委支持咱，就不能辜负党
委和群众对咱的期望。咱就要会干
事、干好事、不出事。”这是他经常
在会上说的话。在工作中，他始终
坚持民主公开，广泛听取大家的意
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因村“两委”
班子的工作一直都是在阳光下运行
的，所以各项工作指标在办事处都

是名列前茅，得到了党委、群众的认
可和好评。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
怎样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曹福才认
为任何工作都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
任何工作都必须紧紧依靠群众，一切
为了群众。

由于安庄村是待回迁村，大部分
群众在外过渡。他考虑到群众的安
全问题，自拆迁之日起，给全体村民
办理了意外保险。对村里考上大学
的学生，给他们发放了3000元到5000
元不等的奖学金。在重大节日给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送温暖、送节日祝福
及慰问金。

在他的带领下，村“两委”所做的
工作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各项工
作都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为民干实事，主动担民忧
龙源路办事处安庄村党支部书记 曹福才

今年43岁的曹福才200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任郑
东新区龙源路办事处安庄村党支部
书记。作为一名党员，他时时处处
严格要求自己，主动从群众最盼、最
急、最难的事情做起。连续多年被
评为市级及办事处优秀共产党员。
记者 王阳 钱凯悦
通讯员 金龙喜 文/图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曹福才
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
在心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
光添彩，让群众感到党的温暖。

“群众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自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曹福才把群
众的困难考虑在前，村里困难党员关
小仓的两个孩子因病一年内先后去
世，关小仓夫妇年老体弱，加上又失去
亲人，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打击，积
劳成疾，常年有病住院。曹福才多次

到医院、家里看望、慰问他，逢年过节
给他送温暖送祝福。

其实像这样关心群众的事举不
胜举，尽管成绩得到了上级党委的
肯定，但曹福才并不满足现状。他
深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新形
势下各种问题会不断出现，各项工
作仍需要与时俱进，更加努力地为
群众办实事。他将会一步一个脚
印，书写“一个共产党员的美好人
生”。

带领队伍开展惠民工作

“群众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在担任花庄村党支部书记的 16
年间，无论大事小事，花山林总是亲力
亲为。征地、拆迁，他挨家挨户做工
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安置小区验
收，他认真查看每一处房屋，绝不放过
任何问题；组织党员学习，他总是第一
个到达会场；“三夏”期间，他深入田间
地头，排查着火隐患；大雪过后，他号
召党员干部及时扫除小区路面积雪；
安装篮球架，他亲自选址、指挥安装，
为的是既方便使用，又不影响广场其
他活动；征求群众意见，起草小区内儿
童游乐场使用规章制度……

关乎百姓的事，花山林总是考虑
再三。安置房分配，他首先想到的是
村里的老年人，虽然小区有电梯，但他
考虑停电等因素，决定把三层以下的
房屋首先提供给老年人居住……

为遏制大操大办红白事，花山林
组织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专门负责
村里红白事的办理，制定具体的规章，
并写入村民规章制度。跟土地打了半
辈子交道的他，身上深深烙下艰苦朴
素的烙印。

花山林不仅对自己“抠”，对集体
也“抠”。花山林总说：“村里挣个钱不
容易，能省就省个。”村里红事办事中
心为两层钢架结构，占地面积 5亩，内
设停车场，有两个独立的厨房，可以同
时接待 1800余人，是他亲自参与设计
的。为建设村里党群服务中心及文化
长廊，花山林多次到其他社区考察询
价、和设计公司讨价还价、到工厂定制
宣传栏、自己设计宣传内容，别人劝他
找设计公司负责算了，他却说这样可
以省下来不少经费。

为群众创造幸福家园
龙湖办事处花庄村党支部书记 花山林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勤劳朴实、任劳任怨；他是一名
有着26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理
想坚定、无私奉献；他是一位干
了16年村支书的老书记，公正
廉洁、一心为民，他就是花庄村
党支部书记花山林。
记者 王阳 钱凯悦
通讯员 姚晓晨 文/图

为跟上时代的脚步，使党员起到
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村级发展的领路
人，他不断加强党员思想教育，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强化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坚
持“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服务群众为
宗旨，加快村级经济建设，努力提升群
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村集体经
济发展。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村民
回迁后，他运用“4+2”工作法，采取公
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完成商业房招
租。红事办事中心在优先本村村民使
用外，还对外出租，以增加集体收入。

他注重群众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每
年评选群众心目中的“好婆婆”、“好媳
妇”。入住新小区后联合物业举办了元
宵节晚会、猜灯谜、包粽子等活动。在
他的联系下，小区内设置了篮球场、儿
童游乐场、休息长椅等。为美化小区环
境，还在小区内新增加了假山、凉亭等。

今年，在新一届支部换届选举中，
他又一次高票当选花庄村党支部书
记，这既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是花庄
村群众对他肯定。他正以百倍的努
力，为建设和谐、富裕、文明的新花庄
而忘我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书写着一
个共产党员的美好人生。

他是个“勤快人”，也是个“铁公鸡”

为民服务十六载，只为花庄百姓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