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委书记为凡人善举点赞，
为草根英雄站台

“五风”从哪里来

这个冬天，
在汤阴感受“五风”的温度

信息速递

“一人一碗菜，能省一万块”“随礼不坐席，才是
真情意”，类似的顺口溜如今在汤阴县不仅广泛流
传，而且已经成为大多数百姓的自觉行动。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深入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而汤阴县则把活动的具体内容，体现
到全面推进严党风、抓政风、淳民风、正村风、美家
风的“五风”建设中。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股崇德
向善的暖流在岳乡的大街小巷成风化人。

12月14日—15日，记者深入汤阴4个乡镇，面
对面采访了十几位基层群众和党员干部，实地感受
“五风”凝聚的温暖力量。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宋艳丽 郭佳佳

□杨之甜

最美的风景在基层。花两天时间走访汤阴县白营、

任固、宜沟、伏道 4个乡镇，近 10个村庄，追寻、认识和感

受“五风”，天气虽冷，但一阵阵暖意却不时涌上心头。

在任固镇王施济村，我们见到了由七八位普通妇女

组成的“爱心服务队”。听村里老百姓说，近五六年的光

景里，她们省吃俭用、支援灾区；去村里的孤寡老人家打

扫卫生，给无人照顾的老人拆洗棉被，而这支队伍的发

起者，竟是一位 72岁的老奶奶。

在宜沟镇向阳庄，兼任两村“领头羊”的女支书葛树

芹向我们讲起了她的故事。听到她初任村支书，为村里

修建第一条大路时的艰辛，我们的心揪了起来；听到她

为村里建公园、修水利，却连其公公生前唯一的“走上水

泥路”的心愿也未能达成时，我们又潸然泪下……

还有 73岁仍然精神矍铄的抗洪老英雄杨文会、用通

俗明快的语言为村民解读十九大精神的草根宣讲人高

心怡、把“珍惜当下”当作人生信条和家风家训的店老

板、嫁女带头“零彩礼”的村支书……

故事太多，感动更多，我们向读者讲述了十几个故

事，仍觉得意犹未尽……其实不只是感动，一路走来，我

们对汤阴有了全新的认识。“五风”浸润了这座城，一股

喷涌而出的力量正悄然推动汤阴发生巨变。6

“五风”吹来的，不只是感动

今年元宵节，100余名“岳乡榜样、汤阴模范”代表，
身披绶带在观礼台上观看文艺汇演 郭佳佳 摄

唱响五风旋律建设美丽韩庄暨十大感动韩庄人物
颁奖仪式 陈洁 摄

记者手记

《甲骨文十二生肖》明信片
在安阳首发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利庄）12月16日，庆祝甲骨
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暨“我爱明信片——把美丽安
阳寄出去”活动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召开。当天，来自全国
31个城市和省内16个地市的旅游部门、邮政部门的有关负
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11月 24日，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标志
着世界对甲骨文的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高度认
可，对于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甲骨文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于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
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安阳市特举办此次活动
予以纪念。与此同时，中国邮政以此为契机，精心设计了
《甲骨文十二生肖》国版明信片，策划了“我爱明信片——把
美丽安阳寄出去”活动，借此契机更好地塑造安阳形象、讲
好安阳故事、传扬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自信。

现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还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现场赠
送了全国首发编号为“000001”的《甲骨文十二生肖》国版
明信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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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百姓记得很清：去年 7月 19日，百年不遇的
暴雨袭击殷商大地。当晚，上游洪水下泄导致古贤镇
古贤村与河岸村之间一段河堤决口。

沙袋堆放处与决口处相隔2里地，车无法通行，只
得靠人力运送沙袋封堵决口。古贤村72岁的老党员
杨文会毅然加入到扛沙袋的队伍中。一袋沙30斤，从
天黑到天明，他赤脚扛了十几个小时。

抢险官兵们不了解水情，古贤村党支部书记王新
红第一时间站出来，带头跳入洪水中，为固堤官兵开
路。

五陵镇水利站站长李树杰，在夜晚视线差、水流湍
急的情况下，抱着60斤重的铅鱼到卫河中心点测流，
没测上几秒钟，流速仪就会被水草、树枝等杂物挂住，
必须重新提起来清理干净然后再测。每天他都要提着
铅鱼，往返数十次才能得到精准数据……

一个个场景、一幅幅画面、一个个事例，汤阴县委
书记宋庆林同样刻在心间。他反复思考：长久以来的
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早已融化在汤阴50万人民的血
液中、骨子里,如何把全县党员干部群众涌现出的精神
风貌总结好、归纳好、提升好，让更多人传颂，让后世子
孙传承？如何让这种精神继续弘扬下去，从而更好地
指导工作、推进实践？

就在去年11月底，汤阴县召开“7·19”抗洪抢险总
结表彰大会。“为了开好这次总结表彰会议，我们思考
筹备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宋庆林饱含深情地说，汤
阴抗洪精神应归纳为八个字，即“忠诚、实干、担当、奉
献”。

会上，他向全县人民发出倡议，要在抗洪精神的引
领和激励下，让党风政风清廉、民风村风家风淳朴在全
县蔚然成风。

会后，汤阴县迅速掀起一股严党风、抓政风、淳民
风、正村风、美家风的“五风”建设潮。

风气听之无声、望之无形，与空气一样看不见、摸
不着，如何让老百姓迅速接受并付之行动。汤阴县认
为，首先要在基层中发掘榜样，让榜样去引领、去带动
普通群众。

为此，他们围绕打造“诚信汤阴”总目标，以“五风”
建设为工作推进路径，以持续广泛深入开展岳乡榜样、
汤阴模范推荐评选和宣传工作为具体抓手，坚持典型
选树与宣传引导齐头并进，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见贤思
齐，向上向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地生
根。

今年年初，全县各行政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公开投票推荐的方式，选出热心公益、孝老爱亲、勤劳
致富等先进人物，随后推送到乡（镇）参加角逐，经过所
在乡（镇）群众投票推荐，择优选出乡（镇）先进人物。
宜沟镇开展“古镇新风、宜沟榜样”评选，任固镇开展

“任固榜样”评选，白营镇开展“十佳文明标兵”和“白营
先锋”评选……“岳乡先进群体”在全县迅速叫响，
1500多名先进人物代表成为老百姓争相模仿学习的
对象。

与此同时，汤阴县委组织部、县妇联等部门推出
“最美家庭”“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书香之家”“年度经
济人物”等评选活动，评选行业先进人物60多人；汤阴
县委宣传部充分利用“四微三台两报两网一刊”全媒体
宣传网络，开展密集式、轰炸式宣传，营造浓厚舆论氛
围。

汤阴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月亮说，县里实行县、
乡、村三级干部分包联系“汤阴模范”制度，对各类模范
进行动态式跟踪管理。对先进典型，既有针对性地进
行帮助，又及时掌握其动态，甄别剔除变质变味的“先
进”。

“县里不压任务，不走形式，乡镇自己定标准。各
村通过村民推荐、代表大会投票，选出本村的模范。再
经全镇村民投票海选，最终选出本乡镇的‘模范’。”任
固镇党委书记刘志慧说。

70岁的魏习璠，在任固镇公有村开了一家诊所，
不但行医，还兼当矛盾纠纷调解员。邻里吵架、夫妻拌
嘴，大事小情，村民都会想到他。他也见证了一个“乱
村”向“文明村、无访村”的转变过程。去年底，他被评
为“任固榜样”。

为提高“汤阴模范”的认同感，汤阴向榜样发“福
利”，先进典型可以携家人免费游览本县的三大景区：中
华梦幻谷、岳飞庙、羑里城。村委会门口、街边路灯杆、
文化墙上，纷纷竖立、张贴先进典型的事迹标牌。高位
截瘫、用两个残疾手指夹笔完成18万字小说的郭永卫，
独自照顾4位患病老人的弓春香，种粮大户科技致富带
头人史国臣……榜样标识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明景观。

返乡务工的村民李佳说：“身边的榜样不再空洞，
更有说服力，比比人家，看看自己，就知道该咋做了。”

以前，“天价彩礼丧葬”之痛在农村十分普遍。一个
农民靠种地、打工，不吃不喝，每年攒的钱，遇上自家红白
喜事，往往要“倾囊而出”，甚至借贷。可如今，“零彩礼”
在汤阴县已不算啥稀罕事。

今年3月，作为“五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汤阴县开始
推行移风易俗，每个行政村都立有村规民约。

任固镇二街村村支书付克伟嫁闺女，不仅没给男方要
一分钱彩礼，婚宴当天他向镇领导请假，说自己有急事必
须回家，丝毫没透露出嫁闺女的信息。男方家按照付家要
求只来了四辆婚车，付家只邀请至亲好友参加，婚礼大气
简洁。仪式开始前，他宣布不收礼，新事新办。“少要彩礼
是好风气，干部要带头，不然群众戳俺脊梁骨。”他说。

移风易俗，老付带了个好头，后来谁家办事不依照村
规民约，都会想想他的例子。

现在在汤阴，喜宴最高不超12桌，喜烟每盒不超10
元，喜酒每瓶不超30元；丧事用餐为“一碗菜”，烟每盒不
超10元、酒每瓶不超20元……各村还选出有威望的干
部、老党员，成立红白理事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
习。

不光彩礼有“定数”，任固镇的新媳妇儿进门前，都要
先去上一课，名字就叫“新媳妇儿第一课”。课堂上，一些
孝老爱亲的先进人物向新媳妇儿讲故事，手把手教她们
如何做个好媳妇儿、好妈妈、好妻子。

伏道镇夹河村，一共260户，每家每户有家训，以家
训为荣，以家训处事。诚信惠民商店老板刘燕彬家挂的
家训是“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他的儿子
在县里开了一家物流公司，他常叮嘱儿子，不论什么时候
勤俭节约的美德都不能丢。“有日思无日，这是祖辈教下
来的，现在生活好了，也要教育自己孩子花钱不能大手大
脚。”

“‘五风’中，党风、政风是引领，核心是转作风，目的
是转变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李月亮这
样解释。

今年以来，汤阴完善以党员“亮身份”常态化机制、党
员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两定三评一推荐”综合考核、干
部容错免责机制、纪检监察统一派驻、村级党风政风监督
等为代表的党建工作机制，筑牢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

韩庄镇部落村文化广场，一排宣传栏惹人注目，栏内
张贴着村支部委员、党员名字和照片。村支书邢锋的照
片下贴着创先争优承诺书——2017年，争创省级五好党
支部、国家级文明村，建设文化礼堂……

“年底，承诺完成情况与个人评价挂钩，直接关系收
入。优秀者每年可拿1万多元绩效工资。”他去年被评为
优秀，月工资与县里公务员相当。

不止部落村，宜沟镇向阳庄主干道上20多个电线杆
上，也挂有党员承诺牌。

“党员每天进门出门都能看到，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村支书葛树芹解释。今年，向阳庄推行“无职党员设岗定
则”，党员根据自身实际领任务，为老百姓做实事儿。养
殖大户闫军喜主动教村民养殖技术；石建民开着自家车，
义务帮老乡收麦……“现在俺村已经形成‘党员潮’，我桌
子上有厚厚一沓入党申请书，大家都争着为村里干活，这
比村容村貌改善，更让人振奋。”

好的民风滋养着好的政风。比亚迪云轨示范线今年
在汤阴开工建设。“过去是企业找政府，现在是政府主动
提供保姆式服务。”该项目工程师李洪武说，他从深圳比
亚迪总部启程前，汤阴县已经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并且所
有手续都有专职代办员负责对接。

汤阴县把企业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质量的标
准，督促相关部门和窗口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真正实现

“进一扇门、找一个人、办所有事”的目标。
“‘五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也验证了一

个地方的软实力。”宋庆林说，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强化
“五风”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
信、个人诚信建设，让清正文明、向上向善的风气渗透到
汤阴的每个角落，打造自信自豪幸福汤阴。6

田间“晒”思路
地头“注”信心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刘超

12月18日，内黄县马上乡八里庄村村民王运梅的温室
大棚内，暖意融融，生机盎然，翠绿的生菜和芹菜让人仿佛
提前进入到了春天。

当天一大早，该县宣讲团成员、县委党校讲师胡利花就
来到棚里，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电视上听总书记讲乡村振兴战略，可具体是什么意
思呢？”王运梅问道。

“简单地说，乡村振兴就是要缩短城乡差距，补齐城乡
发展短板，让农村居民同样过上好日子。”胡利花解释说，

“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咱们一块儿加油干，朝
着好生活往前奔。”

“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们农民真有了盼头。”王运梅感慨
道。

“下一步，要强化种植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深入开展
农产品投入品市场和生产基地的专项检查，加快无公害产
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督促放心菜基地产品进行上市前
自检……提升蔬菜品质，提升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地
头，胡利花还简要介绍了县里对明年农业工作的初步规划。

村民们听完更是信心满怀。“听老师这么一讲，我们这
心里就更通透了，回去，我还得好好研究十九大报告，从里
面找找致富的好路子，发展好现代设施农业，以后的日子肯
定错不了！”村民袁玉中说。

据介绍，为了让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从12月
上旬开始，内黄县委宣传部专门从该县党校抽调5名讲师
组成县宣讲团，进入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医院等
地，为群众实地解读十九大精神，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 1
月底。6

世界首套小口径热轧无缝
钢管生产线在林州投产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冯元庆）12月
19日，林州市凤宝管业公司89连轧钢管生产线正式投产。
项目建成投用，标志着世界首套最小口径（89mm）三辊热
连轧机组在凤宝管业的诞生，填补了国内高档小口径热轧
无缝钢管行业的空白，其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近年来，林州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转型发展理念不动
摇，牢牢把握实体经济发展“牛鼻子”，大力实施项目带动主
战略，聚焦聚力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和电子新材料两大主导
产业，进一步加快创新发展，突出外引内培，积极谋划实施
了镁轮毂、锂电池、覆铜板等一大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
强、科技含量高、综合效益好的重大项目，有力地促进了林
州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据介绍，该项目设计年产量20万吨，以生产车桥、转向
轴、轴承管等高品质轻量化材料为主，为核电、石油工业配套
供应高端无缝钢管。全线采用高速数据采集系统及监控系
统，对生产过程进行可视化监控和数字化分析，生产线工艺、
控制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生产线实现小口径无缝钢管
生产的“以热代冷”，降低了传统冷轧/冷拔工艺的能耗、金属
消耗和环境污染，具有高质量、高效率、高成材率等优点，为
公司向绿色制造、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奠定基础。6

近日，安阳县人民法院开展“法官说法进校园，冬日
慰问送温暖”活动，6名法官走进安阳县白璧镇白璧集中
心小学，给2000余名师生赠送了普法漫画法律口袋书以
及体育器材，并为 20名留守儿童赠送棉衣、帽子等保暖
用品。孩子们还登上该院巡回审判车进行参观，亲身感
受法律的庄严和神圣。图为孩子们在巡回审判车上实地
体验 6 黄宪伟 摄

法官说法进校园
村村都有“好人”榜，好人榜

上“好事”多

“五风”要吹向何方

“零彩礼”成为新风尚，“申请
书”引领新潮流

“五风”吹来之后

汤阴县组织“岳乡榜样 汤阴模范”共同游梦幻谷 陈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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