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翁韬

前天，收到了一条来自南阳市方城县博望
镇的微信，信息只有短短的三个字：“桥通了！”

发信息的是当地村民老李，博望镇村民。
今年四月份的一天，老李给报社打来电话，反
映村头一座建成两年的大桥迟迟不能开通，村
民只能通过危桥艰难出行的事。

白河横穿南阳市卧龙区和方城县博望镇
而过，多年来，白河水滋养着两岸群众，同时，
几十米宽的河面也给周边群众带来不少出行
的麻烦。当地村民自发建设了数座简易浮桥
供行人、车辆通过。建桥人为了收回投资，就
在桥头拉绳拦车收费：“机动车五元、行人1元，
经常往来的车辆如果包年还有打折优惠”，明
码标价，概无例外。

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过桥收费竟成了当
地一个人人遵守的“规则”，延续了将近二十年
时间。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大
桥已经建成，就在触目可及的地方，但是石墩
封路，无法通行。

两日后，第一篇《村民何时不再望桥兴叹》
的报道刊发。很快，老李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桥头的障碍物挪走了，桥通了！

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老李通过微信发来
一张大桥被再次封堵的图片。他说，好像是因为
一些纠纷，施工方和投资方反目，桥又被封起来
了。聊天中，老李告诉我，桥通了，他就和朋友联
合搞起了月季花种植社，本打算借着城市近郊的
优势好好发展。但因为桥的再次封闭，计划泡了
汤。一车货往城里得多跑上几十公里，价格比对
岸的成本高上不少，赚的钱“都扔到了路上”……

老李的牢骚、狭窄的浮桥、战战兢兢的行
人……此后，这些第一次采访的画面始终在心头
闪回，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桥再次封闭？沿岸的
群众出行又处在怎么样的状态呢？

12月初，记者再次踏上了去往白河大桥的
采访之路，通过探访背后的原因，也就有了关
于白河大桥的第二篇报道——《这座大桥何时
才能通行》。

群工部的工作中，民生类问题始终是报道的
一个重点。我们会接到群众各种渠道的投诉反
映，有的是手写的信函，有的是电话求助，有的是
微信爆料……在我们看来，不管何种形式，每一
条信息都是读者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

栾川、西峡两县交界的老界岭隧道，修了三
年，也封了三年，沿途的群众出行困难重重，我跟
着当地老乡一起翻山越岭，体验了出行的艰辛，
写出了报道《老界岭隧道成了闹心路》。刊发之
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加快了工程进度，并且疏
通道路，短时间实现了道路的半幅通行，让两地
百姓的生活出行大大改善，一个多月后全线贯
通，沿线群众告别出行难；通许县的教育资源紧
张，老校区急需扩容，但新校区却因为种种原因
搁置四年之久，群众议论纷纷。记者调查报道
后，当地政府加快了项目推进，不久，新的宽敞校
舍迎来学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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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接到群众各种渠道的投诉

反映……不管何种形式，每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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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本报记者 汤传稷

作为党报群工部的一名记者，我关注的领
域大多是涉及群众利益的民生问题，由于工作
原因，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考虑问题首先站在
群众角度进行思考的习惯。当我以群众视角、
民生眼光关注脱贫攻坚的时候，有了一些新的
发现和思索。

记得在脱贫攻坚行动实施不久，我就采写
了一篇题为《精准扶贫，让贫困户改变命运》的
报道。此后，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开展，我的
关注和思考也在深入。特别是今年六七月份，
我作为蹲点记者被派到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
村，接触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促使我决心要把
脱贫攻坚报道写得更有深度。

郭土楼村的实践是个好范本。在驻村蹲
点采访的半个月里，我与村干部以及驻村扶贫
工作人员一起吃住，一有空就到村子里走访，
了解民情，由此获得了许多一手的新鲜素材。

6月 25日，我蹲点采访的第一篇报道《乡
村旅游让贫困村激情燃烧》刊发了，报道了郭
土楼村的现状。而在接下来的深入采访中，我
的思考也在深入。我发现郭土楼村的脱贫模
式是一种整村脱贫式的，虽然仍在进行中，但
成效已经显现。这种模式成功了，会有很大的
示范意义。因此，我采写了第二篇驻村报道
《整村脱贫的郭土楼探索》。文章从产业、机
制、党组织三个方面对郭土楼的实践进行解
读，重点呈现了整村脱贫的模式。

蹲点采访结束了，我对脱贫攻坚的关注不
仅没有结束，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并思考脱
贫攻坚中的更深层次问题。

荥阳市刘沟村是一个以出产河阴石榴而
闻名的传统农业村，此前我曾多次以游客的身
份光顾过。今年 10月份我再次到刘沟村时，
深感其产业脱贫模式具有典型意义。于是进
行了深入采访。村民们引着我去看了第一棵
嫁接突尼斯软籽石榴品种的“母树”，我与村干
部和部分村民进行了座谈，高村镇党委书记李
保国还向我介绍了许多新的信息和他们的做
法。通过采访，我对产业脱贫的认识和思考更
加深入了。这就有了11月6日见报的报道《刘
沟村产业脱贫启示录》。在这篇报道中，我写
到的启示主要有三条：立足实际，挖掘本村优
势产业；发展产业尊重群众意愿引导而不是强
迫；多策扶智为村民脱贫提供切实帮助。

在关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
有思考和新闻作品，更多的是感动和精神力
量。我目睹了许多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工
作人员，经常加班加点，真的是“五加二、白加
黑”。许多驻村工作队员想方设法为所在村跑
项目、办实事、谋福祉。有那么多积极进取的
群众，还有那么多真心帮村民做事的政府部
门、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又何愁不能打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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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以群众视角、民生眼光关注脱

贫攻坚的时候，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和思索。”

□本报记者 韩春光

让民生亮点燃亮一个地方群众的新生活，同
时也为其他地方改善民生的工作提供有益借
鉴。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脱贫攻坚普遍面临
的难题。《看病吃药不那么发愁了——破解因病
致贫返贫难题的镇平探索》，是我编发的通讯员
杨晓申、徐子学采写的报道，刊发于2017年6月
9日民声民情版的头题。报道从“四道防线”破
解大病致贫、“3+1”模式解决慢性病致贫问题、

“一室一站”提升医疗保障水平等几个方面，翔
实、客观地报道了镇平县破解因病致贫返贫难题
的探索性做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篇报道
获得了其他县市相关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点赞，他
们认为这篇报道给了他们有益的启迪。

这些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渐增多，
广大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凸显，几乎成了
困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老大难问题。着力解
决留守儿童问题，让他们有家、有爱、有人管，成
长的路上不孤单，是各地党委、政府一直在努力
破解的难题。2017年7月29日，在民声民情版
的头题位置，我编发的通讯员黄海涛采写的《给
留守儿童一个“家”》的报道，对沈丘县关爱留守
儿童的做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政府主导、社会
参与、志愿帮扶，这篇报道为我省其他地方有效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和参考的
样板。

由小微权力产生的腐败一直为人民群众所
深恶痛绝。2017年9月1日，民声民情版头题位
置刊发了我和通讯员王凌阁共同采写的《让小微
权力晒在阳光下——封丘县王村乡小城村规范
村级权力运行的探索》，对小城村在县纪委的指
导下，通过公开亮权、严格控权、阳光晒权，让村
民实实在在拥有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做法
进行了报道，不仅受到新乡市纪委及封丘县纪委
的肯定，而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过去的一年，我和同事们或积极与活跃在基
层的群工部通讯员联系，或深入乡村、楼盘、街
道，采写、编发了不少基层民生亮点报道。像《电
商扶贫，离贫困群众有多远——来自“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唐河的调查》、《三门峡市实
行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监管 破解“讨薪难”的新
探索》、《让农民在家门口脱贫致富——原阳县齐
街镇返乡创业企业调查》、《为了那一抹跨越千年
的天青色——一位农民工艺大师对汝瓷文化的
坚守与传承》和《一位土专家的供给侧改革》等，
或者关注某个人的坚守，或者关注某个地方某些
人的执着探索。他们的努力，或多或少改善了民
生，或多或少启迪了他人。

民生亮点燃亮更多的民生亮点。这是我们
关注民生亮点的初衷，也是我们看到的令人欣慰
的事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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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亮点燃亮更多的民生亮点。

这是我们关注民生亮点的初衷，也

是我们看到的令人欣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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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志慧

周一，听到一个好消息：韩疙瘩村的村民有望

在新的一年里走上水泥路啦！这是我们12月22日

民声民情版《韩疙瘩村民盼油路》一文发表后的反

馈。此前，短短不到两公里山间土路把这个灵宝市

的小山村与外界“隔断”。村民们盼修路，盼了一年

又一年。真高兴，有关部门在岁尾年末给韩疙瘩村

百姓送来这样一份厚重的新年礼物。

年初，我们也曾分享过宁陵县张弓镇附近几个

村的村民类似的喜悦——张弓镇与华煲镇之间的

一段“两不管”土路，终于在上年底修成了平坦的水

泥路，村民们感慨地说：再也不用绕行“十万八千

里”了。这，是我们持续7年关注的结果。

以舆论监督的形式，促进工作，呼吁相关部门

关注该关注的问题，解决该解决的问题，帮助一些

地方受困的群众解困，这是我们的责任。满怀这份

情意，我们几度踏访方城县那座修好了却不让通行

的桥梁；满怀这份情意，我们顶着寒风到郑东新区

北龙湖湿地公园寻找折射大民生的小厕所；满怀这

份情意，我们到宁陵、去灵宝，亲自用脚步丈量那些

难行之路……

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更有许多秉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默默坚守、积极求索的人。他们的作

为谈不上惊天动地，但幸福了他人，也完善和完美

了自己。他们平凡，但不平庸。关注、赞美他们，也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关注了一个个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让他人

高兴的人。

像陈红铜。40多年了，孟州市西部和济源市东

部几个乡镇的无数村民，因为有他这个事实上的“家

庭医生”，不用像许多乡村的人们那样，一有病就往城

里的大医院跑，而是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治疗。

像王君子。上千年过去了，你还可以拥有一件

能与宋官窑汝瓷媲美的天青色汝瓷，而不只是面对

博物馆的展品望而生叹，王君子功不可没。几十年

来，他执着于汝瓷传统工艺的挖掘、传承，花光了家

里的积蓄，还因进山找原料差点丢了性命。

像马红峰。在铁棍山药几乎遍地开花的情况

下，如果你能够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那就有他的

一份辛劳。三四十年了，他奔波在田间地头，行走

在群众中，一步步完成对自身业务技术素养提升

的供给侧改革。在他的呼吁推动下，从产量到质

量，温县传统垆土地铁棍山药种植经历过 4个层面

的飞跃提升。

我们关注了为前进中的难题积极探求解决方

案的地方和人们。

像唐河县桐河乡。一个地处偏僻的小乡，却创

造了小乡大教的教育奇迹。许多乡村师资、生源纷

纷流向城市，他们却使师资、生源“倒流”，让农村孩

子尤其是留守孩子沐浴到了公共教育的阳光。

像镇平县。在很多地方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头疼不已时，他们却初步摸索出了解决这一难

题的办法，让老百姓看病吃药不那么发愁了。

像沈丘县。在很多地方为留守儿童面临的诸

多问题而一筹莫展时，他们想尽办法，给留守儿童

营造了温暖的“家”。

像荥阳市刘沟村、虞城县郭土楼村。在各地为

脱贫攻坚各显神通时，他们探索出整村脱贫、产业

脱贫之路，引领乡亲们稳稳地走向富裕、走向小康。

与这些民生情怀的美丽相遇，离不开群工部微

信群、QQ群里的热心读者，离不开扎根基层的通讯

员们，因为他们也是民生情怀满满。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这是我们

的共同心愿。你和我，是受益者，更应该是创造者。

2017，我们没有辜负。2018，出发吧。1

□本报记者 刘新平

1.9公里土路，将小山村与外界隔离开来，
也阻断了村民的脱贫致富路。这是我采写的记
者调查《韩疙瘩村民盼油路》。12月22日，这篇
报道见报后，灵宝市尹庄镇党委、政府立即组成
调查组，协调灵宝市交通局等相关部门，拿出切
实可行的方案，拟在2018年让韩疙瘩村的村民
走上水泥路，彻底解决这个村的出行难问题。

关注民生，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更是我们
的责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民生问题提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
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
断迈进”。颇感欣慰的是，作为党报群工部的
记者，我也是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放到一切
工作的首位。关注民生，我多从小事着手。

郑州市陇海高架路部分路段路灯不亮，群
众曾经拨打了206次热线电话，但问题依然未解
决。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并没有很大进展。就
此事件，我以评论的形式表示关注。这篇评论见
报后，郑州市市长热线电话负责同志联系我，就
群众数次拨打热线电话的情况以及如何处理群
众来电，如何向有关单位、部门转交群众投诉，如
何尽力解决群众的投诉等事宜，进行反馈。

郑州市北龙湖湿地公园景色宜人，是许多
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却因为公厕难觅，遭到群
众诟病。接到群众的反映，记者专门去这个湿
地公园进行体验。

在湿地公园，记者看到了清晨的美景，也
体验了公园里舒适平整的道路。对于这个湿
地公园，大部分群众是满意的。但美中不足的
是，这里的公厕数量严重不足，对来此游玩的
群众来说，该“方便”时不方便。

报道刊发后，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共鸣。许
多去过这个湿地公园的群众，或给记者打电话，
或发微信，谈他们对在这个公园游玩的体会。

当然，群众吐槽在公园内如厕难的同时，
更多的还是建议公园在群众“方便”的事情上，
应该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在合适的地段，尽量
多修建一些公厕。

关注民生，不是说记者对某一民生工程中
存在的不足仅仅披露出来就完事，关键是在记
者披露后，这个民生工程的管理方能否对存在
的瑕疵进行修补和完善。记者的跟踪报道对
促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时会起到很重要的作
用。如果都能像灵宝市尹庄镇党委政府重视
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一样，迅速拿出切实可行的
办法，将回应群众的呼声作为密切党和人民群

众关系的纽带。如是，
则记者也算是“圆
满 ”地 完 成 任 务

了。5

从
小
事
着
手

关注民生，不是说记者对某一民生

工程中存在的不足仅仅披露出来

就完事，关键是在记者披露后，这

个民生工程的管理方能否对存在

的瑕疵进行修补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