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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者悦，远者来”。如今
已成为汝州的一种常态。

经过近年来阵痛蜕变的
汝州，如今各项工作都取得了
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本地广大
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干劲倍增
的同时，也引得省内外兄弟县
市纷至沓来，组团莅汝“取经”
学习。

汝州，已俨然成为全国闻
名遐迩的城市明星。

在这火热的季节，走进汝
州这座千年古城，处处可见热
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多处项目
热火朝天，建筑工人们挥汗如
雨……

近年来，汝州市委、市政
府针对资源型城市和重工业城
市人口密度高、环境容量小、承
载能力有限的短板，围绕打好
新型城镇化这张牌，坚持“生
态、融合、适度、集约、高效”的
理念，抢抓全省第一批百城建
设提质工程试点市的机遇，以
规划牵动、项目带动、融资推
动、文化塑造，全面提升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水平，全国第一批
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
工返乡创业试点市、全国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市、国家
卫生城市、省水生态文明城市
试点市、省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市等多项荣誉接踵而至。

这种“近者悦，远者来”的
良好局面，很显然，着眼点转
移到百姓的体验和感受上，体
现在百姓的参与度与幸福指
数上。但这一“悦”一“来”不
是偶然，而是必然，其包含的
内容，尤为深刻。

汝州，一座“远看水润城、
近看景映城，东西南北皆是
景、一湾汝水秀汝城”的汝瓷
文化名城、山水宜居绿城，正
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在我们面
前徐徐展开。

榜样是最好的示范，示
范是最好的引领。

在这片热土上，120万汝
州人民用心血和汗水，书写了

“汝州模式”，造就了“汝州速
度”。

二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汝州之新，在于创新。

汝州取得今日的成就，绝

非一蹴而就，更非无的放矢。
面对国内国际的复杂局

势，汝州市委、市政府牢牢掌
控汝州发展航向，牢牢把握汝
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显示出
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

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
到，面对取得的成绩，要自信
而不自满，自豪而不自傲，还
必须坚持以往一贯的“忧患意
识”与“危机感”；我们应时刻
警醒地认识到——汝州市发
展的路途中，还存在经济持续
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民生改
善任重而道远、重点领域改革
依然在路上、干部的思想观念
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等短板。
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着汝州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

面对如此冷峻的现实，我
们切不可因刚刚取得一些成
绩就忘乎所以，沾沾自喜。我
们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
成绩，还应该清醒研判面临的
新形势、新问题。惟有坚持全
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招商引
资，这才是以量变求质变、从
渐进到飞跃的不二路径。

行百里者半九十。回想
走过的历程，从2014年汝州
市委提出“创环境、打基础”，
到2015年“打基础、上项目、惠
民生”，再到2016年“创环境、
转作风、上项目、惠民生”，再
到如今的“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
定”，汝州市委在对全市发展
的谋篇布局上，坚持一年突出
一个主题，一年聚焦一个目
标，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心一意谋发展。
通过埋头苦干，为汝州未来的
跨越式发展，打牢坚实基础，
积蓄蓬勃力量。为此，我们时
刻保持战略定力，在追梦路上
稳扎稳打，奋力奔跑，一刻也
没有停步，一刻也没有松懈。

流光溢彩的大街小巷，繁
花似锦的广场游园，时尚干净
的街头公厕，整齐划一的广告
牌匾。畅通便利的免费公交，
规范有序的市场商贩，高端大
气的湿地公园，汝河两岸繁花
似锦、春意盎然……

正如汝州市委书记陈天
富所说，这些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是全市上下撸起袖子
干出来的，是广大干部群众挥
洒汗水拼出来的。

三

昔日但看汝州城，半城煤
灰半城土。而今再看汝州城，
一城青山半城湖。

建设山水宜居绿城，让汝
州这座古城又重新焕发出无
限的生机和活力。

目前，汝州市委提出的把
汝州“两山夹一川”的自然地
形地貌转变为汝州市经济社
会发展优势，把森林引进城
市，把城市建在森林，致力打
造“建设山水宜居绿城”的宏
伟目标，让全市人民精神振
奋，群情激昂。

我们坚持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
家森林城市为抓手，大力实施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加快山水
宜居绿城建设。全市人民期
盼山水宜居绿城：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亮丽温馨、舒适宜
居；森林进城、绿满汝州。

我们围绕“绿”字做文章，
加快建设山水宜居绿城；瞄准
绿满汝州，建设绿色城市，做
好“绿城”文章；坚持“四水同
治”，建设美丽山水城市，做好

“山水”文章；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建设舒适幸福城市，做好

“宜居”文章。我们将植树于
林，植绿于心，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

中央公园、汝海公园、汝
河湿地公园、汝河沙滩公园、
问道公园；杜鹃园、月季园、薰
衣草园……如今，汝州市城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1.78%、绿地率达到35.4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5.92
平方米……这标志着汝州市
山水宜居绿城建设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山水宜居绿城已现
雏形，全市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与日俱增。

一水护城将绿绕，两山排
闼送青来。

山水宜居绿城，让我们出
门赏清流，四季可看花，看得
见绿、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坚定不移加速推进汝州
山水宜居绿城建设，为平顶山
市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
第一方阵不懈奋斗，为中原更
加出彩增光添彩”。汝州市委
书记陈天富豪情满怀，铿锵有
力的话语，道出了汝州人民的
心声。

四

城市之美，美在文明，美
在细节。

城市是什么？不是高楼
大厦，也不是汽车超市。城
市，首先是大规模的人的集
合。城市的文明，首先是市民
的文明，是一个个具体的市民
的文明。城市之美在于人，一
个个市民的文明素质才是一
座城市的魂。

市政设施处处有，公厕全

国有盛名；钱包丢失有人送，
遇到危险有人冲；迷失小孩有
人管，跌倒老人有人扶；乘坐
公交有免费，红绿灯前守规
矩。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进
步，市民的素质也在不断提
高，各种好人好事如雨后春笋
般不断涌现，这些无所不在的
城市细节之美，才是汝州嬗变
的最佳诠释。

在市民的眼中，美是家门
口的一小块绿地，美是社区里
和谐的邻里关系，美是出门就
有便捷畅通的交通，美是随时
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为
了这份美，我们都在为美增添
动力，我们都在尊重邻里，尊
重环境，文明出行，都在精心
守护这份温馨的醉人之美。
这种细节之美，让我们的城市
会愈来愈让人留恋，愈来愈让
人感到处处洋溢着美好，愈来
愈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和我
们休戚与共，共生共荣。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
山。白头鹎、喜鹊、斑鸠、啄木
鸟、棕头鸦雀、白头翁、戴胜
……听鸟鸣，看鸟飞，生态环
境的改变，满目苍翠碧绿的汝
河，让鸟儿有了归属，鸟儿也
让汝州变得更加灵动。

变化总是从细节开始。
在不经意间我们还惊喜地发
现：街头巷尾曾经无处不在的
小广告消失了，小区内设置的
广告栏让便民信息有了自己
的“家”；每天必经之路在“小
手术”后更通畅了，阻碍斑马
线的绿化带被移除了；日常休
闲的广场上多了共享“书巢”，
树荫下添了两排长椅，读书、
看景、歇脚、聊天，收获简单的
小快乐；“车让人、人快走”成
为常态，部分道路标线进行了
重新施划……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展示
个性，细节显现“内功”。在汝
州，幸福的细节触手可及。

我们的汝州，不仅有盛世
美颜，更有爱、有贴心、有关
心。

五

古老而年轻的汝州，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自信。
这种自信，源自于这个伟

大的时代，源自于一场伟大的
变革，源自于一种史无前例的
顶层设计，源自于一群高瞻远
瞩、高屋建瓴的决策者。

汝州之所以能取得今天
的辉煌成就，在于坚持把发展
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
匙”，坚持把策划规划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粒扣子”，坚持
把层层夯实责任作为推进工
作的“关键点”，坚持把服务型
政府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助
推器”，坚持把容错纠错作为
激励干部干事创业的“动力
源”。在于有效破解了融资
难、招商难、发展难、出口难、
落实难等问题，经济发展继续
走在全省十个直管县（市）前
列，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绩斐
然，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经济发展活力日益增强，积极
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就
学、就医、供水、供气、供暖等
民生难题，基层党建工作进一
步加强……

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探
索的路子刚起步，要走的道路
还很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
到，未来遇到的问题还会很
多，持续走下去，必须思想更
解放，观念再更新，领导方式
快转变。汝州要持续稳步发
展，就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
去付出更大的努力，拥有更大
的勇气和决心。因为我们不
能带着满足的心态，只看到眼
前的成绩，而应该看到我们所
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不仅
挑战别人，更要挑战自己。

我们深知，破解难题非朝
夕之功，革故鼎新，任重道
远。我们更深知，面对“破”与

“立”的抉择，敢亮剑，永不言
败，决不退缩；敢担当，先行先
试，为民担责；敢吃苦，不争权
力大小、不争角色轻重、不争
功过是非，唯求造福于民，百
折不挠，求实求效。

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在
追梦的路上奋力奔跑。

我们的奔跑，无疆界，有
力量。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
主席、资深媒体人）

文学角

病愈家归情难忘，常思天使温香。
无微不至暖心房。
素衣映笑脸，热血写衷肠。
辛勤耕耘真善美，平凡高尚荣光。
扶伤救死保安康。
厚德书壮举，博爱著华章。

赞环卫工人

□程廷瑞

橘衣马褂著于身，
竹帚常挥扫衖尘。
冬日常遭风刺骨，
夏天屡遇雨侵身。
任劳任怨除污垢，
饮露餐风伴日轮。
倾写人生描美景，
迎来远客喜于心。

临江仙·致白衣天使

□朱建国

山水汝州 蝶变之美
□李晓伟

汝州科技园区一角（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