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南阳强基工程要求，五级服务平
台包含市、县（区）两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乡镇（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行政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村（居）民小组服务点等，真
正把服务阵地建成内容多元、便民惠民，集
党员活动、便民服务、文化宣传、信息传播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党员之家、群众之家、
便民服务之家，零距离为群众服务。乡镇

（街道）2014 年底要达到 85%，2016 年底达
到 100%；村（社区）2014年底要达 50%以上，
2015 年底达 80%以上，2016 年底达 9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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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五级全覆盖便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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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
云令人长寿。”自西汉宫人贾佩兰《西京杂记》
开始，重阳节开始有了求寿之俗。在民俗观
念中，又因“九九”与“久久”同音，被赋予生命
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1989 年，九月九日正
式被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风气，传统的民俗节日开始
有了新的内涵，敬老爱老这一传统美德开始
有了新的传承。

我们如何敬老爱老？我们该如何养老？
都成为重阳节绕不开的话题。社会进程步伐
的加快，平均每年 596 万老年人的增速昭示着
我国老龄化的加速，而随着家庭小型化和人
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独居老人的数量也呈
增长态势。是传统的养儿防老？还是选择新
型的社会养老？显然，新型社区或者机构养
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专供老年人集中
居住，符合老年体能心态特征的公寓式老年
住宅，具备餐饮、清洁卫生、文化娱乐、医疗保
健服务体系的老年公寓应运而生。

在南阳市淅川县香花镇宋岗码头，一座
承载着万裕集团董事长赵明云养老梦想的老
年公寓正在逐步完善和发展中，一个生态宜
居的丹江敬老文化公寓开始慢慢走进人们的
视野。

“年老，意味着更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生
活”——渡边淳一

迎着晨曦沿着丹江湖岸溜上一遭；泡上
一杯功夫茶，找上两个老伙计摆好棋盘杀上
一盘；即便没有广场也要尽情地跳上一段广场
舞；老年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正在年
老和已经年老的人都有着不同的想象和体验，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说“年老，意味着更可以随心
所欲地享受生活”无论生活还是精神上，当生命
延续卸下子女成长的包袱后，老人们将开启
自己崭新的生活，真正为自己而活。

“丹江敬老文化公寓地处淅川县香花镇，
将为老人们提供从休闲娱乐到医疗文化全方
位的服务和护理，在这里老人们可以实现老
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学的愿望。”南阳万
裕集团董事长赵明云说。

目前丹江敬老文化公寓主建筑由 9 栋 6
层，共计 678 套（已经建成 618 套）的养老休闲
公寓、1 栋康复中心（在建）及 1 栋综合服务楼
组成，总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是完全结合老
年人生活特性而进行住宅规划和设计的，在
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阶层、不同居住
人数等的特殊需求上，每栋楼最高 6 层，大部
分住户面积控制在 35～65㎡，一梯 2-3 户保证
每套房子阳光入室。

“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者不再写诗，但
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余秋雨

“一般情况下，老年岁月总是比较悠闲，
总是能够没有功利而重新面对自然，总是漫
步在回忆的原野，而这一切，都是诗和文学的
特质所在。老年人可能不会写诗或已经不再
写诗，但他们却以诗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
忙碌，看后辈来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绿，
而思绪则时断时续，时喜时悲，时真时幻。”余
秋雨在《关于年龄》中如此描述过老年人的生
活，在他的眼中，老年人的生活是如诗般的。
而这如诗般的生活所需要的必然是如诗般的
环境。丹江敬老文化公寓在这一方面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

丹江敬老文化公寓地处淅川香花镇宋岗
码头，这里被认为是楚文化的发祥之地。越
大夫范蠡，史学家范晔，文学家范启、范泰，经
学家范宁，著名水利专家朱华航，医学家阎仲

彝等皆生于斯、长于斯。更有昔日楚国第一
都城——龙城留下的历史印迹。宋岗码头，
位于丹阳湖生态文化旅游区的核心位置，也
是这一文化旅游区中景点最为丰盛的地区之
一。未来的宋岗码头将会成为一座风光旖旎
的滨江小城。

从丹江敬老文化公寓，步行 10 分钟烟波
浩渺的丹江水库便近在眼前。美丽的丹江
水，从发源地陕西省商洛地区的崇山峻岭中，
萦绕迂回，缓缓地流到豫、鄂、陕交界的南阳
市淅川县境内，依势被建成丹江口水库，丹江
口水库作为亚洲第一大人工水库，于 1958 年
始建，1973 年竣工，水域面积 126 万亩，蓄水总
量达 81 亿立方米，其中近一半的水域处于淅
川县境内。

在这里你可以泛舟江上体验一把蓑衣垂
钓的宁静，也可以乘坐游艇感受快艇如梭的
快感，“河身如带势环弯，一线中流两岸山”曾
经大坝紧锁的丹江如今已经浩渺无边，平静
蔚蓝。更可以体会春日里荡漾丹江之上，几
群白鹭，从江面飞起，亦静亦动的水库风韵。

船游丹江，在感受丹江水波逐云影，烟波浩
渺之后便可抵达中原最大水绣石瀑布群——坐
禅谷，体会自然山水景观与佛文化的和谐统
一。坐禅谷，十丈一景，百丈一潭，飞瀑流泉、洞
幽崖峭、森林覆盖率达 85%。山清水秀，空气清
新，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超过 10万
个，是中等城市的 3600 倍，是天然的氧吧和休
闲度假胜地。而距离坐禅谷一公里之处的香严
寺，千年古刹香严寺是大唐南阳慧忠国师的道
场。慧忠圆寂后按其遗愿从长安送回清风岭建
塔归葬。南水北调工程让这座千年的古刹再次
迎来香烟袅袅，经月不散。

丹江敬老文化公寓依山傍水，既有历史
的足迹，又不缺乏现代的管理和服务，在这里
抛洒掉所有的荣辱和进退，徜徉于古老的建
筑之中，尽看时间的变迁和漫天云卷云舒，一
切的烦恼都将烟消云散，留下一场与诗意的
邂逅。

公寓目前已被国家城乡小康发展促进中
心、南阳市敬老文化协会分别评为“全国小康
老年公寓建设基地”和“南阳市敬老文化公
寓”。

作为丹江韵龙度假公寓的组成部分，与
丹江敬老公寓相毗邻的是浓厚古典建筑风格
的丹江韵龙大酒店。酒店绿化面积在 75%以
上，由 4 栋度假宾馆楼及 6 栋 16 套豪华别墅组
成，中心客房宽敞幽静、温馨舒适，拥有可容
纳 450 人同时用餐的宴会餐厅及豪华包厢，提
供丹江独有的特色菜肴——全鱼宴，同时容
纳 400 人的两个现代化大型会议室。目前已
成功接待“南阳号专列”五批京津游客，承办
多项丹江写生、采风活动。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李拥军）9 月
24 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通水之际，南阳 16 名品牌律
师走进淅川县九重镇桦栎扒
村和方城县凤瑞街道办事处
三里岔村，开展保通水法律
咨询服务活动。

今年 4 月份，南阳市司法
局成立百名品牌律师保通水
服务团，主要是在干渠沿线
开展义务法律咨询活动，为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沿线移
民 群 众 提 供 优 质 法 律 服 务
等。活动当天，16 名品牌律
师围绕国家南水北调政策、
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了授

课。随后工作人员共向在场
群众发放法律宣传册页 900
多份，现场解答法律咨询 120
多人次。

品牌律师开展
保通水法律咨询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10 月 10 日，记者获
悉，南阳作家秦俊的最新力
作《宋太祖全传》两卷全部完
成，共计 90 万字。作品以诙
谐生动的语言、风趣幽默的
风格、惊险曲折的故事、丰富
翔实的史料、辛辣独到的视
角,为读者徐徐展开一幅波澜
壮阔的大宋风云画卷,让读者
重新认识 1000 多年前那位纵
横捭阖、叱咤九州的北宋开
国皇帝——赵匡胤。

秦 俊 ，邓 州 人 ，一 级 作
家，长期从事历史题材的小
说创作，出版发行长篇小说
16 部（含合著），共 600 多万
字，其中《汉武大帝》等已畅
销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地，深受海外华人欢
迎 。 他 的 多 部 作 品 被 列 入

“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程”。
迄今为止，秦俊已成功写作
了六七位皇帝，是南阳作家
群中继二月河之后又一位成
绩斐然的“皇帝作家”。

据了解，目前国内写赵
匡胤的书已知的不下 10 部,
但影响力都不够大,有的要么
戏说,不尊重历史,缺乏历史
真实感,将赵匡胤“妖魔化”、

“神化”;要么太拘泥于历史细
节,故事性差,人物形象不丰
满。南阳作家秦俊此次潜心
创作《宋太祖全传》，试图从
历史的角度，以民间叙事的
方式，揭秘真实的赵匡胤，还
原宋朝历史的本来面目，探
究其功过是非、兴亡成败，为
读者还原一个有血有肉、有
爱有恨、可亲可敬，同时又工
于心计、野心勃勃、是人不是

“神”的赵匡胤。
评 论 界 相 关 人 士 认 为:

“秦俊的系列小说带有鲜明
的民间烙印,其民间视角的创
作方法令他的小说俨然自成
一派。”埋头苦写的秦俊慨叹,
宋史难写,赵匡胤不好把握:

“如果这部书能一炮打响,我
愿将宋朝 18 个皇帝一一写下
去。”

秦俊推出《宋太祖全传》

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宋朝

养 老 ，以 诗 的 方 式
——生态宜居的万裕丹江敬老文化公寓

□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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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门口的车辆咋越来越少了？”这是
唐河县城郊乡党委书记王志刚最近的新发现。

“自打基层服务网络建成，有事村干部直
接代办，都不用往乡镇上跑了。”10 月 10 日，在
唐河县城郊乡果园村，村民张国留解开了王志
刚的疑惑。南阳市基层便民服务网络机制的
建成，使基层干部服务群众实现了从群众要向
群众送的转变。

五级平台，让党群距离减为零

“以前想办个身份证，申请建设用地得来
来回回到村里找、到乡里找，不是找不到人，就
是赶不上上班时间点，跑空趟的次数都数不过来
了。”提起过去村民办事难，办事繁，城郊乡的潘
春成紧皱着眉头。“但是现在拿齐证件找村干部，
只要合乎政策要求，剩下的就是在家等着。”拿着
村干部送来的准生证，潘春成一个劲儿地说村民
小组服务点真是便民到家了。

在唐河，形成以县行政服务中心为龙头，
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为主体，行政村（社
区）党群服务站为支撑和村民小组（社区网格）
便民服务点为补充的多级网络平台。全县共
有乡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22 个、行政村（社
区）党群服务站 525 个，村民小组便民服务点
2647 个。

“不仅在唐河，在整个南阳，都已经建立起
了市、县（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乡镇（街道）
综合服务中心、行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村（居）民小组服务点的五级服务平台，零距离
为群众服务。并且在 2016 年底我们在乡镇（街
道）的党群服务中心要达到 100%覆盖。”南阳市
委组织部部长杨韫说。

四位一体，让基层服务百分百

“便民、便民就是方便人民，我来反映问

题，为什么不提供便利，要把我往其他地方
推？”新野县汉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杨韶光曾接
到过这样的投诉。

“在乡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之初，我们并
没有设置信访窗口。后来发现，部分群众到便
民服务中心不是去办事，而是反映问题。群众
的投诉让我们意识到党群服务中心不能仅仅
是一个为群众办理证件的地方。”杨韶光告诉
记者。

走进汉城街道服务中心，不仅能看到涉及
民政、计生、住建、司法等不同类别的咨询办理
窗口，还设立了群工部门，受理群众的部分信
访问题，更有水、电、有线电视维修等日常的服
务内容，在汉城街道北关社区，记者甚至还见
到了社区 24 小时监控平台。

“别小看这几台机器，24 小时的时时监控
为社区居民的安枕无忧保驾护航呐。”监控室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监控平台不仅调节了很多
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也能对社区出现的违法
犯罪等行为进行有效预防，早发现，早解决。

“五级服务网络，不仅是便民平台，还是
‘开放式’议事平台、‘超市式’服务平台、‘集中
式’代办平台，更是密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转
变政府职能的桥头堡，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的快速路。”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这样
评价。

在基层便民服务网络的建设上，南阳市以
群众的需求、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导向，不断完
善现有村级组织服务活动场所功能，将党员活
动室、图书阅览室、爱心捐赠室，党务、村务、事
务、商务纳入服务平台，将村党组织、村委会、
物业管理、民间组织的业务办理集中起来，构
建起涵盖教育培训、便民利民、医疗卫生、民事
调解、维权代理、就业指导、文体活动、帮扶救
助、全民健身活动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服务模
式，力求服务态度“暖”、服务效率“高”、服务项
目“全”、服务手段“便”的目标。

服务态度“暖” 服务效率“高” 服务项目“全” 服务手段“便”

南阳织就“超市式”便民服务网
□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孙风雷

公寓环境丹江湖景丹江湖景

毗邻养老公寓的丹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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