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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观察

前进路上
不忘初心

只要愿意干
总有一片天

□范付中

前不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振立

同志的先进事迹，通过媒体宣传，在全省和我市产生广泛影

响。王振立同志 29 年如一日，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爱岗敬

业，勤政廉洁，坚持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扎根群众，

他的事迹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个普通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

我们学习王振立同志，就要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前进路上，不忘初心，鞠躬尽瘁，做“焦裕禄式”好干部。

学习王振立热情似火的赤子情怀。王振立心里始终装着

群众，一心为了群众，满腔热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在他的眼里，

群众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王振立把基层当做自己的“根”，

把群众当做自己的“娘”、把服务群众当做自己的“天职”。向

王振立同志学习，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就要始终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恪守为民之职、公仆之责，想群众

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始终做

到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学习王振立敢于担当的拼搏精神。王振立最让人敬佩和

触动的，就是他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拼搏精神，总是在党和

人民需要他的时候勇挑重担，直面困难和问题，从不退缩、从

不推诿。他生前查出罹患心脏病后，仍日夜坚守在夷山大街

道路北延工程建设工地，实现了项目一期、二期超时间节点推

进，为南北贯通的城市主干道建成通车打下了基础。向王振

立同志学习，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就要忠于职守、敢于作为，

事不避难、敢于担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钉钉子”的精神

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把各项工作抓常抓实抓细抓出

成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学习王振立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面对工作，王振立一

次次迎难而上，面对荣誉，他却一次次退让，“把功劳记在普通

同志身上吧，他们付出更多！”只有始终保持看事业重如山、视

名利淡如水的精神境界，才能做到鞠躬尽瘁、无私奉献。向王

振立同志学习，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就要树立正确的事业

观、名利观、权力观，不计个人得失，把无私奉献作为行为准

则，始终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

锐气、浩然正气，踏踏实实干事，干干净净做人。

学习王振立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党员干部只有真正做

到廉洁奉公，才能真正做到说话有人听，成为群众眼中的好干

部。王振立一贯严于律己，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从不假

公济私，始终保持干净干事的工作理念，时时处处管好自己、

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在每一个任职岗位上，对所负责的项

目资金都做到清清白白。向王振立同志学习，做“焦裕禄式”

好干部，就要严格以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约束自己，自觉

加强党性修养，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努力

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7

（作者系开封市委常委、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

7月16日，济源市民余贝贝驱车来到
位于王屋山深处的大峪镇王庄渔业休闲农
场，试线、撒饵、调线、挥竿……“鱼钓到多
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里看看山看看水，
再吃一顿农家饭，一天心情都很美。”当地
人瞅准商机，不仅卖农家饭，还开起了农家
店，销售土蜂蜜、山鸡蛋等土特产。“平时
人稍少一点，周末的时候根本忙不过来，
最多时俺一天光捞面条就卖一百多碗。”
王庄村村民王国振兴奋地对记者说。

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大峪镇适时做
起了“旅游+乡村”的大文章，并坚持全镇域
发展、全社会参与和全方位宣传。“就是把全
镇作为一个大景区规划，通过坚持举办写
生诵读、骑行垂钓等节庆活动，我们已经形
成东沟村赏花、桥沟村采摘等一批旅游特
色村。”大峪镇镇长刘慧华介绍说，“发展旅
游助力脱贫也是成效显著，全镇已有172户
673口人因旅游而脱贫，占到全镇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55.4%。”

大峪镇如此，当地其他各镇也是围绕
“农旅融合”各显神通——思礼镇的百亩
油葵赏花、梨林镇的千亩酥梨采摘、承留
镇的万亩槐花休闲、坡头镇的高峡平湖亲

水、轵城镇的千年古国探幽、王屋镇的道
教觅踪寻源、邵原镇的娲皇文化寻根等纷
纷成为豫西北、晋东南的乡村旅游热点。

7月2日晚，由我国勇士对阵乌克兰、
泰国等国选手的多场世界高级别搏击赛
事“勇士的荣耀”，在济源篮球城通过卫星
电视向全球直播。吸引电视机前观众眼
球的，不仅是现场的精彩对决，每名选手
出场前视频介绍背景中的黄河小浪底、太
行五龙口、道教王屋山等画面，更让观众
连声赞“美”。

此次高级别赛事是济源市为打造全域
旅游而实施的“旅游+体育”，是将旅游业与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一次有益探索。据了
解，比赛当晚，济源市所有星级酒店全部爆
满；比赛前后几天里，济源市所有景区接待
游客人数均大幅上升，餐饮业更是全线飘
红。济源市市长张宇松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实施‘勇士的荣耀’、南山自行车公开赛
等高端体育赛事，推动旅游、体育、文化等
协调发展，提升全域旅游竞争力。”

在济源，旅游不仅可以+乡村、+体
育，+工业、+渔业、+宗教等也正呈现出百
花争艳之势，推动“旅游+”全景绽放。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董柏生

盛夏时节的焦作市中站区，洋溢着
与季节一样火热的场景。7月 15日，记
者在这里徜徉，目之所及，无论是城区的
大街小巷、市场商店，乃至机关院落和广
场公园，还是偏远的社区农村，那一面面
伫立街头的宣传橱窗，一幅幅贴在墙上
的宣传标语，一处处志愿者用心服务的
身影，一个个道德模范的善行义举，犹如
一道道风景扮靓了整个街区。

需要帮助时
就按一下呼叫器

“如果需要帮助，只要按一下家里的
呼叫器，志愿者很快就来家啦。”61岁王
文启老人，家住中站区龙洞街道武钢社
区，说起现在的生活，老人不住口地夸
赞：“虽说离市区远，可我们一点不觉得
偏，隔三岔五都组织活动，还有志愿者来
服务，提气，舒服！”

家住该社区的老人们无疑是幸福
的，针对这里地处山区，空巢老人多、健
康状况差，医务人员缺等情况，社区免费
为辖区7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发放爱心
呼叫器，提供全天24小时志愿服务。在
需要帮助时，老人只需在家按一下呼叫
器，志愿者便会按照电子地图迅速赶到
老人家提供帮助。

不仅如此，社区文化艺术节、中老
年人疾病预防、每半月一次科普讲座等
等，这些街道和社区组织的丰富多彩的
活动，在传播社会正能量、关爱社区居民
身体健康的同时，也为大家送去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

在中站区，无论是特色节日，还是重

要法定假日，总有许多的机关工作人员
和来自学校、医院、银行等部门的志愿
者，在街头、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中站义工
群”先后吸纳600余名志愿者完成“中站
义工”注册，成立特色志愿者服务队 20
多支，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60 余
次。

在家门口
讲自己的故事

每年组织一次“道德模范进基层”巡
回报告会，每季度举办一次主题“道德讲
堂”，是该区将正能量传递工作持久进行
下去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地按照高标准
要求，共建立道德讲堂50多个，实现了机

关、学校、乡村、社区全覆盖。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先后涌现出

刘九学、丁百元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
德模范谢延信、全国好人梁素芹、任抗
战，河南好人马自立、“河南省美德少年”
庞士敏、许梦娇等一批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他们来自普通群众，他们就在群
众身边，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在时刻影响
着周围的人。

这些人纷纷走进道德讲堂，讲述自
己的事迹，充分发挥了道德讲堂释放模
范榜样正能量的积极作用。“这种形式
很好，在家门口就能把自己的故事讲给
大家听，从而影响激励身边的人。”许
梦娇说。

目前，该区已经累计开展活动 200
余场次，参加人员5000余人次。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徐朝广

红艳艳的鲜亮瓜瓤，亮晶晶的糖分颗粒，7月18日，在浚
县屯子镇三角村，记者大口品尝着鹤壁成顺农作物种植专业
合作社刚刚采摘下来的西瓜，顿时感觉暑热退去不少。

如果不经介绍，记者怎么也不敢相信，创办这家合作社的
是年仅20多岁的姐弟俩。

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二人都是本村人，大学毕业生。姐
姐王蒙，1989年出生，先后在信阳农林学院、南阳理工学院读大
专和本科，2013年毕业；弟弟王科，1991年出生，2015年河南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姐弟俩大学毕业后先后放弃留在城市工
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立志要做新农人，在农村闯出一片新天地。

“哎，这书白念了！”“还是回城上班吧，在家种地能有啥出
息”“以后这孩子怕是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回乡之初，面对村
民的不理解和亲友的劝告，姐弟俩没有迟疑退缩。“现在城里
的机会未必有农村多，只要愿意干，总会有一片天”，二人坚持
自己的选择。

“现在种地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很少会种
地，但这地总要有人种，农村也需要有文化、懂技术的年轻
人。”父亲王树良对此想得明白，“在农村也会有很好的发展机
遇。只要孩子们愿意，我支持他们！”

2013年，姐姐王蒙毕业后，先在有“农业硅谷”之称的鹤
壁农业信息科技产业园打了半年工，看到了“互联网+农业”
的巨大潜力，她回村后就成立了成顺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种植西红柿、土豆、花生、花菜、甘蓝、大葱、西瓜、花生等
瓜果蔬菜，并通过互联网将蔬菜销往各地。两年多的时间里，
成顺合作社的名声响遍了十里八乡。

“去年，附近村里有一家种的200亩萝卜滞销，找到俺姐
帮忙。俺姐在网上发信息，帮他们把萝卜全卖出去了。”王科
说，他们都是义务帮助大家，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附近的农
户都很信任他们，“有时候安阳汤阴的农民还专门找到我们，
请我们帮忙嘞。”

“周边种植粮食和蔬菜的农业大户，也经常让他俩帮着把
农产品挂到网上卖。”王树良自豪地说。

“我们的合作社机械化程度很高，土豆、大葱、花生都是机
器收播，并采用降解地膜覆盖、滴灌节水技术来应对火龙岗地
带干旱缺水的状况，效益很好！”王蒙告诉记者，“只要有了规
模，很多客商都是自动找上门来”！目前，姐弟俩流转的土地
已达500多亩，另外还托管了近2000亩土地，初步带动了附
近100多户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王蒙姐弟俩的事业越来越红火，村民们提起二人也都是掩饰
不住地钦佩，一些年轻人还表示要向他俩学习、和他们一起干。

“做农业是一种情怀，我们相信，靠着自己学到的知识，运
用科技手段，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在未来的农业发展
中站稳脚跟，用自己的成功实践带动更多的乡亲致富。”对未
来，姐弟俩充满信心。7

中站区叫响“街头正能量”

全域旅游如何绽放济源美景

7月 10日上午，山西省阳城县的张凤娟驾车
前往济源旅游，正行驶在济（源）阳（城）路上。刚
进入河南境内，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看到前方有
一个服务区，她寻思着干脆进去休息一会儿。

停车小憩，站在半山腰的凉亭上极目远眺，远
处峰峦叠韵，近处云雾缥缈，如入仙境，张凤娟高兴
地说：“这服务休息区本身就是一景呀，你看这谷中
的路、云中的山、雨中的石、崖畔的雾，这比景区还
美哩。真没想到，在河南的省道上还有服务区。”

服务区本是高速公路的标准配置，而济源市交
通部门立足“+旅游”，在省级道路建设上不仅考虑
通行要求，同时考虑与景区景点衔接和沿线景观打
造，在我省率先在省道部分路段设立服务休息区。

“市里先后投资3500万元，已在省道243郭木线太
行山区段、长济高速济源南站出口和东站出口、二
广高速济源北站出口等处修建设立了美观大方的
综合休息区。”济源市交通局局长史斌说。

如今在该市，全域旅游已经融入到各行各业
的血液当中，各单位都在铆着劲地做好“+旅游”的
大文章——小浪底北岸新区全面启动省级乃至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将全力打造小浪底北
岸旅游产业发展带，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先
行区；王屋山向创建国家5A级景区发起冲击；黄
河三峡景区新建了亚洲运力最大的往复式缆车；
农牧局正在改建提升农耕体验园、休闲采摘园、乡
村民居等一大批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力帆新能源
电动车、星之乐钢琴、伊利乳业、双汇公司等工业
游景点，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交通局在重点
推进焦（作）济（源）洛（阳）城际铁路、济（源）阳
（城）高速公路、洛阳吉利区至济源快速通道等项
目；旅游集团计划3年时间内投资28亿元，启动王
屋山道境广场等一批重大旅游改造提升项目……

济源市旅游局局长许东方介绍说，今年第一季
度当地接待游客和实现旅游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3%
和15%，首次出现“淡季人气旺”的局面。“尤其是在
2015年前三季度，旅游经济增幅高于全市GDP增幅
5个百分点，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逆市飘红，
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在济源，旅游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拉动力量。正因为此，6月23日，该市在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动员大会上，提出要以旅游产
业大发展带动全市经济质量和效益整体提升，实
现富民强市的目标，并为此专门成立了高规格的
全域旅游领导小组，组建了综合性的旅游管理部
门，建立了全方位的考核奖惩机制、灵活高效的投
融资机制和项目谋划转化机制。

“一业兴而百业旺。”济源市委书记宗长青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十三五’时期是旅游产业发
展的黄金期，我们将继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努力
推动全域旅游向更高层次发展，确保以旅游业为
龙头带动服务业成为新的战略支柱产业。”7

“旅游+” 全景绽放

“+旅游” 全域花开

连线基层

社区里，经常可以看到志愿者的身影。7 许来伟 摄

端午节期间，游客徜徉在美丽的白菜花海，迷醉在春色无边的济源。7

济渎庙

小镇风情

旅游通道美景如画

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7月 17日，记者沿焦作市解放西路走进中站
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20平方米的大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24字人知人晓工程”主题宣传广
告。继续前行，无论是在光华南路还是怡光路，随
处可见以“图说我们的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
等为主题的宣传墙体。

在许衡公园、许衡广场，集中展示“身边好人”
“文明市民”“道德模范”事迹和图片的宣传栏遍布
四周。市民许玉娇说，每天在这里游玩跳舞，天天
都能受到熏陶。2015年以来，该区广泛开展“24字
人知人晓工程”，为让促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工作落地、落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记者信步走入冯封街道佰利佳苑社区，抬眼
望去，小区宣传栏里，一幅幅展示“爱心奉献”共产
党员志愿者队伍、“爱心港湾”残疾人志愿者队伍
和“学雷锋”儿童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以“弘扬雷
锋精神，倡导时代新风”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的
图片，形成了小区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焦作市龙翔学校的教学楼、食堂、宿舍的合
适位置，都张贴着倡导节约用水、爱惜粮食、孝老爱
亲、明礼诚信等的宣传标语、宣传画。校园广播分
时段播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以及市、区“身
边好人”“文明市民”“道德模范”等的事迹简介。

“弘扬‘街头正能量’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的宏伟工程。我们正在用不懈的努力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生活中处处被感知、时时
被领悟。”中站区委书记王付举说。

“这种以善行义举带动人、以道德模范感召人
的宣传推广活动，可以净化人们的思想灵魂，能够
带来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充满正能量的行动，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场场生动实
践。”河南财政金融学院社会科学教研部雷友华
副教授如是评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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