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在省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
省老体协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多
策并举，砥砺奋进，着力解决老年健身
场地瓶颈。

近几年，我们以加强老年体育场
地建设为重点，奋力创造条件为老年
人健身服务，全省共投入场地建设资
金 3.81 亿元，规划建设老年健身场地
243个，有效地缓解了群众健身难的问
题。主要做法是:

一、坚持科学规划，走持
续求进之路

河南老年体育场地建设，是从省
体育局2014年实施创建5个全民健身
场地示范市、10个全民健身场地示范
县、40个全民健身场地示范点和 2个

全民健身场地重点示范工程开始的。
在创建活动中，省老体协承担了 40个
全民健身场地示范点的建设任务，省
投资金 2400万元；另投 300万元建设
了 5个美丽乡村健身场地；投入 2500
万元建设了4个重点工程。从2015年
起，省体育局每年都专项安排老年体
育场地建设经费 3000万元，做到了老
年健身场地年年有项目，年年有资金，
年年有发展。许多老年群众对省里加
快健身场地建设给予高度评价，普遍
认为，这是真正的民心工程，为老年人
健身办了好事、实事，体现了对老年健
身的支持和关爱。

二、坚持多策并举，走多
元投资之路

场地建设必须以资金为支撑，没有
资金的投入就谈不上场地的建设。在
解决资金问题上，我们坚持政府投入为
主、社会投入为辅，积极鼓励和支持企
业 和 个 人 投 入 ，走 多 元 投 资 之 路 。
2014年-2016年，全省共投入场地建
设资金 3.17 亿元，其中省投资金 1.48
亿元，占总投资的46.6%，地方政府、企
业和个人共投资 1.69亿元，占 53.4%。
2017年，全省共规划建设老年健身场
地 37个，总投资 6440万元，其中省投
3000万元，地方投资3440万元。走多
元投资的正确方向，促进了老年体育场
地建设的提速效应。新密市牛店镇金
泽苑社区共建有居民楼 48栋，目前入
住村民4000多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200多人。该社区在建设规划中就包
括了文体活动场地。为了在城乡社区
建设中树立样板，省老体协投入资金
150 万元，当地企业投入资金 530 万
元，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占地30
亩、具有 12种健身功能的老年健康主
题公园的建设任务，现在成为周边群众
健身的广场、休闲娱乐的平台，也成了
一些社区学习的样板。

三、坚持面向基层，走强
基为民之路

强基就是强化基层基础工作，为

民就是为群众建设全民健身、老年健
身场地。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把场地建设建在群众身边的新探
索和实践。

我们坚持了建设老年健身场地
“三倾斜”的原则，即向城市公园、绿地
倾斜，向乡镇、街道和城市社区、农村
倾斜，向可利用的旧厂房、城市“金边
银角”倾斜。近几年，老年健身场地设
施进公园的有安阳市易园、焦作市月
季公园、开封市汴京公园等共 26个；
利用旧厂房拆迁改造的机会，建设了
安阳林州东岗镇文体活动中心、焦作
解放区电建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老年
健身场地8个；开辟荒山荒地、垃圾堆、
回填废弃坑塘等建设了三门峡灵宝市
豫灵镇文峪村、洛阳市孟津县油坊村
和嵩县大坪镇等老年健身场地 17
个。在这些项目中，投资额度最高的
是安阳林州东岗镇，达 700万元，他们
在省里支持下，拆除了 2个污染企业，
腾出20多亩土地，建成了融14种功能
的全民健身、老年健身文体活动广场，
成为全乡 25 个行政村和周边一些乡

镇的广大群众参与健身活动的去处，
成为节庆、假日和清晨、傍晚群众健身
的乐园。

四、坚持围绕中心，走服
务大局之路

老年体育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
程，场地建设是制约老年体育事业发
展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
提出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展老年
体育场地建设空间的发展思路，着力
打造人口密集区的建设场地。

在省委、省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中，我们勇于担当，多做工作，积
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推进老
年体育场地建设。据统计，在近年来
建设的 243 个场地项目中，为县市增
加体育健身功能而投入的达 37 个。
开封是八朝古都、史之名城，文化底蕴
深厚，开封市委、市政府探索文化+体
育的路子，向着文化、体育、旅游、休闲
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是开封市发展的
具有特色的城市名片。我们从 2015

年至 2017 年，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
动和开封市有关部门联系、沟通、协
商，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双方投
资 1500 万元对开封市古老的汴京公
园进行了改扩建，增加了 14种体育健
身功能，使之成为开封市老年人健身
活动中心，每天有近万人次到此参加
健身。接着，我们又抓住开封市古城
墙改造之机，在城墙之外拆除了一些
无规划的小市场，腾出 40亩土地，双
方共同投资 900 万元，只用一年的时
间，就打造了一处融生态、健身于一体
的古城体育公园。今年5月开园以来，
备受群众的赞扬，大家说，拆掉小市
场，建设健身场地，是真正的民心工
程！

五、坚持 3+X 模式，走
创新发展之路

在老年健身场地建设过程中，我
们坚持以“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注
重在人口密集区建设场地，并坚持“3+
X”的建设模式。“3”是健身广场、健身

步道、健身路径，“X”是根据健身场地
面积的大小，可增加 3到 10种以上其
他健身功能。在已建和在建的 243个
全民健身和老年健身示范场地中，我
们基本上贯彻了“3+X”的做法。在规
划中，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大、中、小
型相结合的场地健身导向，更好地为
老年人提供健身服务。场地小的一两
亩，大的三四十亩，充分利用群众身边
土地资源，建设综合、实用的健身场
地。4年来，全省总投资在500万元以
上的大型场地共 19 个，占 7.8%，100
万-500万元之间的中型场地58个，占
23.9% ，100 万 元 以 下 166 个 ，占
68.3%。这一结构体现了“3+X”的做
法，扩大了为老健身服务的空间。

六、坚持从严要求，走增
量提质之路

在老年人健身场地建设的实践工
作中，我们不断分析工作中存在着这
样和那样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认真
加以解决，提高场地建设的有效利用
效率和质量。具体做法是，在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分析，从实践中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制定
了《河南省老年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指
导规范》，明确了场地建设应遵循的三
条基本原则，严格六个工作环节和四
项保障措施，把日常工作中的有益做
法上升为常态化的管理机制，确保了
场地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此基
础上，我们因地制宜，对项目承接单位
实施了项目承诺责任制。由省老体协
和项目承接单位、所在地体育局、老年
体协共同签订项目承诺书，保障了场
地建设的顺利实施。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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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念凝聚前行力量
以付出赢得群众信任

潭头镇拨云岭村，30年前是个十

里八乡有名的穷旮旯，“吃水要走二里

路，上街要趟伊水河”，村民们常年与

贫苦相伴。1987年，从部队复员的杨

来法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拨云岭村跨

越三十年的剧变就此拉开了序幕。

30余年间，凭着在实践中摸索出

的“筑牢一个坚强战斗堡垒、打造一支

先锋模范队伍、建好一个党群服务阵

地、找准一条产业发展道路、发展一个

集体经济项目、完善一套基层组织制

度”的“六个一”工作法，杨来法带领全

村党员群众决战贫困，发展核桃牡丹

基地、打造乡村旅游产业，让拨云岭村

2016年成为了洛阳市首批脱贫村，村

民们也奔上了迈向同步小康的通途大

道。

为贫困户“代言”推销特色农副产

品、帮群众协调解决矛盾纠纷……如

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杨来法格外

忙碌。老杨说，要用好这个身份，为乡

村振兴多作些贡献。

“对群众给予保姆式服务，不怕人

心唤不回。”这是白土镇马庵村党支部

书记牛鸿儒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马庵村是个整体搬迁村，村民们

从 2007年起陆续搬进了镇上的扶贫

搬迁社区。然而，由于邻里重组等原

因，家庭矛盾、邻里矛盾频频发生。

“要先把党员队伍带起来，以党风

促民风。”这是牛鸿儒给出的解决方

法。看到大家热衷于微信聊天，他灵

机一动，建了个“党员微信群”，把党员

学习教育搬到了“云端”。牛鸿儒每天

都在群里传播正能量，党员做了好事，

他立即在群里通报出来，让大家互相

点赞学习。

潜移默化之中，党员们积极向上

的风气形成了。无论是到敬老院慰问

孤寡老人，还是党支部组织的义务劳

动，大家踊跃参与，一改以往“不推不

动、推推转转”的状况。牛鸿儒趁热打

铁，凡是群众希望的，他就带着党员努

力做好，村民们积极向党支部靠拢，民

风在悄无声息间发生着变化。

如今，村民们对牛鸿儒的信任已

逐渐变成了依赖。各家各户有了大小

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跟他联系；群众

家里办红白喜事，他带着村干部从头

到尾全程帮忙……“有困难，找党员”，

已成为全村党员群众自豪而响亮的口

号。

用奉献诠释责任担当
以吃亏换来百姓幸福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

然就少是非……”在栾川县新任村党

支部书记培训班上，三川镇三川村党

委书记段新宽带领全县214名村党支

部书记齐颂《吃亏歌》，这也正是段新

宽担任三川村党委书记近二十年的真

实写照。

2001 年春节，在老支书以及党

员、村民代表的再三央求下，段新宽毅

然放下了蒸蒸日上的事业，回村任

职。自掏腰包 10万元偿还村集体债

务，出资数十万元新建村办公楼，垫资

10多万元建农贸市场，捐资近百万元

建学校、医院，在自己投资的景区为贫

困户免费提供 355间商街店铺，并提

供 1万元创业扶持资金……这些年，

很难有人说清，段新宽为村里发展、为

乡亲们脱贫致富倒贴了多少钱。

与三川村毗邻的柳子村，是三川

镇 6个国家级贫困村之一，现任党支

部书记郭建新也是一名“致富不忘乡

邻”的优秀代表。他创办了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示范社——新伟种植养殖专

业合作社，在栾川旅游风生水起的大

环境下，个人的事业也正处于发展的

“黄金期”。去年，在镇党委的再三邀

请下，他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刚上任后，他自掏腰包举办“寿星

宴”，邀请全村 60岁以上老人到村文

化广场集体就餐，评选“敬老孝亲”道

德模范，培育敦厚民风，其中3名贫困

群众也受到表彰。这一活动在全村引

起强烈反响，唤起了文明新风尚，激发

了贫困户自尊自强的良好品格。

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他通过“合

作社+农户+产业脱贫”的发展模式，

带动柳子村及周边村130余户贫困户

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每年为入

社贫困户带来近2万元的收入。

用汗水擦亮红色旗帜
以苦干换来山村巨变

秋扒乡白岩寺村是栾川县最偏远

的行政村之一。1997年 3月，支岳生

被全村党员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当时

的白岩寺村不仅穷，而且乱，还有近 8

万元外债。

村里乱，怎么办？那就得定规

矩。在这方面支岳生有“法宝”：“大事

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不搞一言堂，任

凭自己吃亏，不能坏了规矩”，这是他

的第一个法宝，先管住自己；大到工程

建设，小到评定低保户，都让大家说了

算，民主决策，管理公开，这是他的第

二个法宝，管住了干部，赢得了民心；

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建立

民调委员会，“三驾马车”刹住歪风邪

气，这是他的第三个法宝，管住了党员

群众。通过这“三个法宝”，把党支部

的威信树了起来。

群众穷，怎么干？白岩寺村有种

植烟叶的自然条件和传统，但因为管

理不到位，效益一直不好，大部分群

众都不愿意再种。为解决群众顾虑，

支岳生就第一个种烟，聘专家、学技

术，起早贪黑钻研。见了收益后，他

立即引导带动群众发展，使全村烟叶

种植面积从 1998 年的 10 亩发展到

现在的 600 多亩，人均收入由不足

700 元增加到 6000 余元，白岩寺村

成为全县闻名的烟叶种植专业示范

村。有了经济收入，支岳生开始想办

法改善村里的环境，修建村组道路，

建起党群服务中心、白云剧场、灯光

球场，安装路灯，改造农户厕所……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逢人都夸

有个好支书。

像这样苦干实干的好书记，赵全

成也算一个。自 1986年当选为白土

镇白土村党支部书记后，老赵一干就

是32年。特别是 2014年被查出前期

胃癌后，在医院治疗后休息不到半年，

他就开始带病坚持工作。

32年来，赵全成带领群众修建了

堰坝，架通了自来水，修缮了小学教学

楼，建设了文化大舞台，使户户通上了

水泥路，让全村人都喝上了干净水。

他为党员群众热情服务，坚持做到群

众的需求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应，经

他调解成功事项 130余起，真正成了

老百姓的“主心骨”。

用智慧把握时代脉搏
以进取引领乡村蝶变

盛夏的庙子镇庄子村，一座座农

家宾馆掩映在万紫千红的花海之中，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避暑度假。又是

一年旅游旺季，村民们脸上挂满了富

足的喜悦。而就在几年前，村里还是

一副破败的景象。房屋破旧、产业落

后，村民们常年为生计发愁。

2012年，在县内企业任职的温天

序回到家乡，扛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

重任。在外打拼的经历，使温天序有

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对机遇的敏锐嗅

觉。庄子村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以

及日渐走俏的乡村旅游热，让他萌发

了以旅助农的念头。回村伊始，他便

与村“两委”班子一道，察村情、访民

意，拍板定下了发展休闲农庄特色生

态游的思路。

发展乡村旅游，最要紧的就是改

善人居环境。架大桥、装路灯、建广场

……一个个工程项目的实施，让村里

的基础设施状况有了显著改观。接

着，在温天序和党支部的引导下，全村

流转土地 880亩，种植花卉 100余万

株，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独

特景观，成为全国第一批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

环境改善了，引领群众通过旅游

业致富增收又成了温天序的工作重

点。他带领党员群众按照统一模式改

造房屋，引导成立家庭宾馆行业协会，

协助群众解决资金、技术等困难，共享

资源和发展经验。如今，全村发展农

家宾馆 117户，农家餐厅 56家，全村

80%的居民都从事了旅游业和相关产

业，人均纯收入突破2万元大关，实现

了世代守望的小康梦想。

在旅游强县栾川，像温天序这样

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何止一人？带领群

众植林木、造梯田、织花海、发展农家

乐，把昔日贫穷落后的深山村逐步打

造成为休闲、度假、养生名村的中国乡

村旅游致富带头人、重渡沟管委会北

乡村党支部书记延文献，带动群众探

索发展冷水鱼养殖，实现穷山沟向“全

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华丽转身的中

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狮子庙镇朱

家村党支部书记朱留仓……他们顺应

时代潮流，以创新的理念和积极的探

索，为深山区群众开辟了一条旅游致

富之路。

洛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表
示，在栾川农村党支部书记先进典型
群体身上，集中体现了对党忠诚、信念
坚定的政治品格，心系群众、为民服务
的公仆情怀，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高
尚情操和创业创新、勇于担当的进取
精神。

党建专家提出，栾川涌现农村党
支部书记先进典型群体，是一个好的
现象。探讨分析产生的原因有这样几
个方面：栾川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
传统美德为先进典型群体的产生和成
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注重
信念教育、思想引领，不断加强党的建
设；注重传承带动，栾川许多年轻的先
进典型人物，都耳濡目染段新宽等老
典型的故事，从内心深处受到教育；持
续倡树引领，栾川一直把选典型、育典
型、管典型，作为全县基层党建重点工
作之一。

从杨来法、段新宽，到牛鸿儒、温
天序……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彰显新
时代的精神；一个先进群体，一种澎湃
的力量，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征程中砥砺前行。

大 山 的 脊 梁
——栾川县农村党支部书记先进典型群体剪影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杜彦

巍巍伏牛，青翠荡漾。秀美栾

川，生机盎然。

仲夏时节，走进栾川广大农

村，风景宜人、道路通畅，基础设施

完备，村容村貌干净整洁；青山绿

水间，一座座标准化党群服务中心

宽敞明亮，一面面鲜艳的党旗迎风

飘扬，格外夺目；乡村旅游游人如

织，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兴旺，处处

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

“打赢新时代的脱贫攻坚，实现

乡村振兴，必须有一支担当有为、善

做善成、强有力的村党支部书记队

伍。”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表示。

近年来，栾川县高度重视农村

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

设的若干规定》，建立健全选拔任

用、教育培训、监督管理、激励保

障、后备培养五大机制，着力选优

配强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

雁”，全县先后涌现出全国人大代

表、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部书记杨

来法，全国劳动模范、三川镇三川

村党委书记段新宽，中国乡村旅游

致富带头人、庙子镇庄子村党支部

书记温天序等一批村党支部书记

先进典型。

他们凭着对群众的亲劲、抓工

作的韧劲、干事业的拼劲，扎根农

村、敢为人先、无私奉献，成为群众

信赖的“带头人”，感染和带动着更

多的农村党员干部焕发激情、创先

争优，形成了一支带领群众投身新

时代乡村蝶变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先进典型群体。

美老健

梦中国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通天水令消防设备（（（（（（（（（（（（（（（（（（（（（（（（（（（（（（（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新密）））））））））））））））））））））））））））））））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合办

多策并举 砥砺奋进
着力破解老年健身场地瓶颈

日前，全省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

会在开封市召开，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带领省市领导实地观

摩开封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暨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观摩团省

市领导对省体育局、省老年人

体育协会和开封市共同投资建

设的开封市古城体育公园给予

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省市

领导的肯定，对省老年人体育

协会持续抓好老年体育场地建

设工作增强了信心。近年来，

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多策

并举，砥砺奋进，着力解决老年

健身场地瓶颈，推进了全省老

年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开封市古城公园 魏来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