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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彭葳

3年多来，义务为辖区小学执勤护学
1000多天，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成为学生
心目中的平安“守护神”；为全天候服务辖
区居民，坚持不在新城区购房，把家牢牢
安在30公里外的老城区，甘守清贫、无怨
无悔；无偿提供“爱心马扎”，热心组建“马
扎舞台”，使辖区警民关系水乳交融；化矛
盾于无形，润心田于无声，扶正祛邪、扶危
济困，赢得当地群众交口称赞……张彦
光，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区民警，却干出了
不平凡的事业；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
用点滴行动汇聚起爱心长河。

3月29日，在北京举办的“情满万家·
派出所好民警”活动中，鹤壁市公安局山
城区分局民警张彦光受邀出席了颁奖仪
式，并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孟建柱的亲切接见。荣誉不止于
此。张彦光还是“河南省杰出五四青年忠
诚卫士”“全省公安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全省优秀基层法制员”“全省社区警务工
作标兵”“鹤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鹤壁市杰出青年”……
张彦光所在的“彦光警务室”，是鹤壁

市唯一以民警名字命名的警务室，也是鹤
壁市唯一的“夫妻警务室”。张彦光是警
务室的负责民警，妻子董嘉荟是警务室的
一名文职人员，夫妻俩采用“一天二联三
爱”工作法，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一

天”，指夫妻俩以警务室为“家”，坚持“人
常在、门常开、随时来、随时办”，一天24
小时服务群众；“二联”，指在日常工作中，
警务室与一格一警联勤联动，与政府其他
行政部门联合行动；“三爱”，指为奉献爱
心，传递正能量，夫妻俩开展的“爱心护
学”“爱心调解”“爱心马扎”等爱心活动。

爱心护学——夫妻用爱心呵护
校园安全

“家在农村，父母在农村，根就在农
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张彦光，对基层群
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正是因为这种亲近
感，张彦光带着对社区警务工作的热爱和
对辖区群众的一腔深情，一头扎进社区，
脚踏实地干起一项项工作来。

3年前，张彦光发现辖区一个小学门
前车辆川流不息，学生上课放学穿梭其
中，十分危险。为此，他作出了一个决定：
在该校门前成立“爱心护学岗”。从此以
后，张彦光每天到学校执勤护学，刮风下
雨从不间断。遇到有其他任务不能按时
到岗，他就让妻子替他站岗。当自己的孩
子到了入学年龄，有人建议他把孩子送到
区里重点小学就读，但接送自己的孩子可
能会使“爱心护学岗”中断。为了践行自
己的诺言，张彦光夜不能寐，反复斟酌，最
终决定把孩子送到了自己执勤的学校读
书。对此，张彦光有自己的解释：“爱心护
学岗”不仅仅是保护学生们的安全，也是
在传递“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为了守护

这个形象，他也要守护这个岗位！
夫妻俩在长期的护学执勤中，发现常

有一些孩子因家长无法及时来接而滞留，
虽然种种现实的无奈造成了孩子们的滞
留，但这不能成为他们袖手旁观的理由。
从此以后，每次执完勤，夫妻俩又多了一
项任务——无偿开展“代理妈妈”的爱心
活动，就是把校门口“留下”的孩子接回警
务室，陪他们吃饭、做作业、玩游戏，直到
家长陆续赶来将孩子安全接走。

爱心调解——夫妻联手打造和
谐辖区

彦光警务室位于鹤壁市山城区中心，
作为旧城改造的重点地区，这里拆迁多，
下岗多，矛盾多，调解矛盾纠纷成为一项
重要的工作。为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夫妻俩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一
个从大处着手，讲法律，讲政策，一个从小
处入手，摆事实，讲道理，如春风细雨般地
扎实开展“爱心调解”工作，成功化解了多
起矛盾纠纷，妻子也成为警务室调解矛盾
纠纷的得力助手。

去年，辖区内一对离异夫妻因争夺小
女儿的抚养权，矛盾不断升级，张彦光多
次进行调解，但效果不明显。正在张彦光
束手无策之时，一天，董嘉荟带着儿子去
了这名女孩母亲开的童装店，第二天，女
孩的母亲就到警务室表示感谢，原来，董
嘉荟以给孩子买衣服的名义，到服装店去
做女孩母亲的工作，作为女人，她们有着

更多的话题，沟通起来更为方便有效，并
最终解开了这位母亲的心结，成功化解了
这起矛盾纠纷。

三年来，彦光警务室共成功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116起，协助破获刑事案件25
起，抓获各类逃犯7人，辖区无命案、重大
火灾、群体性信访案事件发生。

爱心马扎——架起警民连心桥

山城区是鹤壁市老区，每逢夏季到来，
张彦光警务室门前都会聚拢一大帮带着板
凳和扇子的老年人，在门前的大树下乘凉、
聊天。张彦光夫妻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们买来了20余把小马扎，无偿提供给老
人们使用。就这样，“爱心马扎”迅速在警
民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在与老人们唠家常过程中，夫妻俩听
说老人们大多喜欢听戏，于是就请来了辖
区的刘大爷。刘大爷如今70多岁了，年轻
时候带过剧团，练就一副好嗓子，在刘大爷
热心的召唤下，一帮文艺界的老伙计也前
来“助阵”，只要天气条件允许，张彦光就组
织大家在警务室门前唱大戏，从此，“马扎
舞台”成了彦光警务室特有的风景。

夫妻俩的好，老人们记在了心里。今
年，老人们克服年龄大、记忆力差的困难，
硬是自编自导了一部颂扬夫妻俩的戏曲
联唱——《夫妻警务室赞歌》，并自发成立
了警务室第一支治安志愿服务队，张彦光
夫妻俩的爱民故事，经过辖区居民的不断
传唱而家喻户晓。15

□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张付霞

4月18日，春暖花开，香气袭人。在鹤壁市鹤山区，记者看到，
处处花红柳绿，居民一出门就能赏鲜花、闻鸟鸣，休闲健身，沐浴着
春天的气息。“我们在南山路口小花园和鹤山街小公园先后开工建
设，栽植了樱花树、白玉兰、紫荆、金叶榆等花木3000余棵，为这里
的居民又添了两处绿地和休闲场所。”该区园林局负责同志介绍，

“这是近年来鹤山区持续发力，沿主城区中山路、鹤源路两侧，在废
墟空地上修建的第15个和第16个街心游园、小公园。”至此，鹤山
区主城区5公里的沿街裸露废墟空地全部覆盖绿化，绿化面积达
到462万平方米。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近年来，鹤山区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建设与管理提升工程，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基础日臻完善。据了解，该区累计投资
12亿元改善生活环境。新开工建设各类项目100余个，中山森林
公园、鹤山文化广场等14个游园广场建成投用，中山路、杨邑路等
18条城市道路竣工通车，38座水冲式公厕、6个便民疏导点、13组
公交站亭相继投用；中山城区供气供暖实现全覆盖，鹤壁集城区部
分小区实现集中供气，城市服务功能大幅提升。

该区区长王强介绍说，鹤山区高标准实施了中山路、鹤源路改
造提升工程，“三位一体”推进路灯、人行道、绿化带建设，打通了鹤
山区通向城市的“最后一公里”，结束了鹤山区有区无城的历史。
并坚持定期开展市容环境整治、货车城区禁行等联合执法行动，城
区占道经营、货车穿城等“乱象”得到了有效整治。

与此同时，该区累计投资2.4亿元改善出行条件。截至目前，
新建改造县乡村道路84公里，区内“三纵三横两环”的交通路网已
经形成，对外通行更加便捷。累计投资11.2亿元改善住房条件。
基本建成保障房1.1万套，分配入住10450套，完成工矿棚户区、危
房改造4800余户，易地搬迁贫困人口1489人。

农村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鹤山区坚持把生态鹤山作为长期奋斗目标，加快发展特色农
业，突出抓好生态改善。如今鹤山区积极打造了10家龙头特色农
业示范企业，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种植。蜀龙花木基地花卉种植面
积达1万亩，香椿、核桃等特色林果种植，以及小米等有机小杂粮
作物种植面积渐成规模，“鹤山小杂粮”品牌享誉鹤壁及周边地市，
鹤山区已被评为河南省林下经济示范县区。截至目前，鹤山区累
计完成造林绿化13.9万亩，其中特色经济林2.4万亩，森林抚育和
改造工程3.8万亩。

该区水利局负责同志介绍，去年以来，鹤山区加大了水利工程
的提升工作，累计投资1亿元，完成“五小水利”、羑河中小河流治
理等水利基础设施工程，以及韩林涧水库、赵荒水库等4个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实施了羑河水系提升等工程。

此外，鹤山区还积极推进绿色养殖业的健康发展，目前，该区
生猪、蛋鸡等传统养殖业和虫草鸡等绿色养殖业齐头并进，年出栏
生猪6.7万头，年存栏蛋鸡98.6万枚，年散养绿色蛋鸡15万只。鹤
山区青山绿水蓝天的良好居住环境已经不是一项奢侈品。

西部山区“北斗七星”蓬勃发展

4月初，鹤山区启动第四届香椿文化节。据不完全统计，当
天，吸引了6000余名游客到鹤山区西部山区游玩摘香椿。据鹤山
区王家辿村民介绍，头茬香椿在两三天内没出门便销售殆尽。今
年是香椿销售最好的年份。据了解，王家辿除了香椿有特色外，大
量保存良好的明清古建筑、纯朴的民俗民风也让大批外地游客流
连忘返。

该区委书记李海章介绍说，王家辿是鹤山区发展乡村游较好
的传统村落之一，同时，鹤山区还大力发展西部山区旅游，投资
200余万元，编制了《王家辿古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北斗七星”传
统村落群旅游保护性发展规划》等专项规划，为西部山区旅游发展
明确了方向。此外，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00余万元，修
建了西部山区旅游环线、停车场等，积极运作推进了西顶小镇特色
民宿、缇香谷采摘等项目，丰富了西部山区旅游业态。

目前，王家辿村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施家沟至王家辿传统村落美丽乡村示范
带，被鹤壁市委、市政府确定为全市三大美丽乡村示范带之一，“北
斗七星”乡村旅游品牌初步叫响。15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4月18日，记者从鹤壁市发改
委获悉，2017年，全市共安排重点项目120个，总投资789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320亿元。截至3月底，实际完成投资83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26%。其中，列入省考核的3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1.8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33.5%。

据悉，在全年60个新开工项目中，一季度计划开工22个，实
际开工28个，占到全年新开工项目的46.7%，其中按计划开工18
个，提前开工10个。列入省重点的9个新开工项目已有7个开工，
有4个提前开工，开工率为77.8%，省、市重点项目无论是完成投
资，还是开工率均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今年是鹤壁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项目攻坚年”，本次重点项目
遴选本着“突出项目质量、突出要素保障、统筹当前与发展长远”的
总体思路，围绕“3+2”和“2+3”现代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新型城镇化、重大生态工程和节能减排、民生工程等重点领域
进行。15

淇滨区：美景敲开致富门
□鹤壁观察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李雪婷

精心打造的桑园小镇休闲旅游村，美景如
画，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旅游项目的建设更让村
民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

发展种鹿养殖、种驴养殖、中草药种植、林下
经济，“一村一品”，鹿厂村、上峪村、安乐洞村等
每个贫困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

近年来，鹤壁市淇滨区始终将脱贫攻坚作为
一项政治任务，列入全区三大攻坚战，精准识别、
精准施策，在旅游扶贫、产业扶贫、转移就业扶
贫、驻村帮扶等方面探索出了宝贵经验，走出了
一条符合该区实际的扶贫之路。

2016年，淇滨区上峪、上庄、中柴厂3个贫
困村实现摘帽，207户692人脱贫，顺利完成全
年各项责任目标。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襟山带河，风
景如画，10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成都写下了这
句描写大江春色的千古名句。今天，用它来形容鹤壁市
淇滨区上峪乡的自然风光，似乎也不为过。上峪乡地处
太行山麓，淇河从中迤逦而过，太行厚重，淇水灵动，山
水交相辉映。以前，上峪乡守着如此美景，却因为交通
不便，成为全区扶贫攻坚的重点乡，淇滨区2051贫困人
口中，上峪乡就占了1236人。

怎样才能让村民在家门口脱贫，让绿水青山变金山
银山？淇滨区党委决定走“旅游+扶贫”路子，将该区有
着上千年种桑历史的上峪乡桑园村打造成集旅游、休闲、
娱乐产业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并以桑园村为引
爆点，带动全区旅游发展。这源于去年的一大波政策红
利，2016年10月，在国家旅游局、国家发改委等12部委
联合下发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中，上峪乡沿
淇的桑园、白龙庙、老望岩、纸坊、鹿厂、南山、安乐洞等7
个村被列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与此同时，鹤壁
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以南太行古村落群和淇河沿岸美
丽乡村示范带为重点，加快“四带一区（群）”美丽乡村建
设的发展目标，为上峪乡文化旅游发展擘画了蓝图。

如今，高标准谋划的总投资5亿元的桑园小镇，已
完成投资8000万元，与此同时，修路、建厕所、规范旅游
指示牌……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小镇的特
色仿古建筑群——小吃一条街已经整装待发，再过10
天，“五一”正式营运后，将辐射带动周边10余个村
1000余人脱贫致富。借助文化旅游发展，桑园村里还
成立了颡之源食品开发公司和桑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建立果桑种植基地，研制生产桑叶面、桑叶茶、果桑酒等
多种产品，村民收入不断增加。

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和
主渠道，淇滨区结合自身实际，按照

“一村一品”的产业规划，从“输血”
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通过

“基地+农户+扶贫”模式，稳步推进
精准扶贫工作。

上峪乡上峪村地处太行山区，
全村135户516人，贫困户18户，贫
困人口50人。致贫原因主要是耕
地面积少，耕地土壤比较贫瘠，荒山
面积大，农业生产条件落后。

该村按照“一村一品”的产业规
划，因地制宜，发展种驴养殖项目。
村委会成立合作社，由村委会与贫
困户签订协议，通过“基地+农户+

扶贫”模式，采用为贫困户代管代养
的方式，按照项目扶持资金的50%
作为贫困户的入股资金，50%为村
集体所有，所形成收益的50%分配
给贫困户，扶持贫困户18户。

“目前我们已经购进种驴106
头，种驴养殖项目推广后，产生经济
效益 22 万元，除去成本，可增收
11.2万元，户均增收2000元，可显
著提高贫困户的收入。”该村党支部
书记秦建军告诉记者。

按照“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因
户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精准施
策，科学施策，积极谋划“一村一品、
一户一业”产业发展，淇滨区在贫困

村大力发展种驴、种鹿等特色养殖
业以及杂粮种植、林下经济等种植
产业，形成了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项
目的发展格局。

同时，淇滨区还整合农业、林
业、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等部门的
涉农资金，实行项目化管理。“今年
计划投资30681万元专项扶贫资
金，科学谋划转移就业项目3个72
万元，产业扶贫项目12个28121万
元，基础设施项目10个973万元，
社会保障兜底项目 15个 1515 万
元，决心从根本上改善贫困村落后
面貌，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
件。”该区区长王志武介绍说。

驻村帮扶工作队是实施精准扶
贫“滴灌的管道”，是落实精准扶贫
不可或缺的工作力量。今年2月
份，淇滨区对全区12个贫困村和8
个贫困人口较多的非贫困村派驻工
作队，工作队通过吃住在村、扶持到
户，在落实上级政策、推动精准扶贫
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贫困户姓名、家庭情况、主要致
贫原因、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
在上峪乡南山村，62户贫困户的详
细信息均被南山村驻村工作队工作
人员制图列表悬挂于墙体显著位
置，而且实行动态管理，脱贫后的贫
困户采用黄色的卡片绿色的标志，
未脱贫的贫困户采用蓝色的卡片红
色的标志，一目了然。

今年2月份，由淇滨区审计局
组成的南山村驻村工作队入驻南山
村后，通过深入走访调查，彻底摸清
每户贫困户的情况，根据各家实际
情况，制订了一户一策的帮扶方案。

村民冯计明，因为家中3个孩
子上学压力大而致贫，工作队帮助
冯计明和其妻子在附近找到工作，
缓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他挂在墙
上的信息卡，也由蓝色变成了黄
色。而村里76岁老人贾梅英因女
儿出嫁，儿子外迁，已无子女在身
边，本身没有劳动力，工作队对她实
行了政府兜底的保障措施。村民们
纷纷为驻村工作队工作人员点赞，
称他们是帮到点子上、扶到心坎儿
里。

据了解，为了使驻村第一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安下心来工作，区扶
贫办拿出20万元专项经费，为全区
所有村购置了电脑、打印机、档案柜
等，改善驻村人员办公条件。区财
政还对区派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员每人每年给予1万元的驻
村工作经费，并按照每人每天50元
的标准给予驻村补助，解决驻村人
员的后顾之忧。

对于今年的扶贫工作，淇滨区
区委书记李杰表示，“我们出台了
《淇滨区脱贫攻坚2017年行动计
划》，使扶贫工作台账化，层层分解，
责任到人，确保完成今年实现3个
贫困村摘帽，675人达到脱贫条件，
608人稳定脱贫的目标任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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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区：“好钢”用在刀刃上

2017年鹤壁市
遴选实施重点项目120个

张彦光：用爱心演绎“警民一家亲”
——记鹤壁市公安局山城区分局民警张彦光

村村有产业，“一村一品”走出精准扶贫新路子

工作队入驻贫困村，帮到点子上，扶到心坎儿里

乡村旅游成亮点
带来商机，带来希望A

B

C

“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王家辿鸟瞰

风光秀美的淇河从上峪乡桑园村前迤逦而过

桑园小镇仿古建筑群——小吃一条街将于“五一”
期间盛装迎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