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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扶贫先扶志 致富先治心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李艳

曾经，他们是一个个贫困户，有的身残志坚，有

的老当益壮，有的巾帼不让须眉……

如今，他们有的是种植能手、养殖大户，有的是

创业先锋、致富带头人……

他们刚刚放下锄头，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土，就

披红带花走上领奖台，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奖励。

10月 9日，在栾川县百名勤劳致富模范表彰大

会上，102名脱贫致富的模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明

星，县委书记、县长亲自给他们颁奖。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甚至一度是靠救济

的贫困户。现在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了

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就是要大张旗鼓宣传，弘扬

勤劳致富精神，激发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表彰会现场，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告

诉记者。

地方传真

洛阳市又有两家医院
回归公立医院序列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耿梅）10月
11日上午，洛阳市人民政府分别与洛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洛阳市第二中医院签署产权转让协议。这标志着这
两家医院正式回归公立医院序列，恢复公益属性。

据了解，恢复公益属性后，这两家医院后续工作将于
11月底前完成，届时市民到这两家医院就诊，将享受到更
多公立医院相关政策带来的优惠，如药品零差率等。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 1910年，位于瀍河区
中州东路，现开放床位 650张，系三级综合医院。该院
担负着洛阳市东部城区及周边县区的紧急救援、医疗保
健等任务。洛阳市市第二中医院始建于 1978年，位于
涧西区九都西路与银川路交叉口，系三级甲等中医院。
该院目前开放床位600张，设置业务科室和临床科室39
个，开设病区13个。

据悉，2010年，洛阳市被确定为全国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城市，2011年 3月，对洛阳市中心医院、洛阳市妇女
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等 14家市属公立医院进行了产权制
度改革，由政府办公立医院改为民办非营利性医院。

近年来，洛阳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卫生与健
康大会精神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相关部署，围绕“百姓
得实惠、医院获发展、职工受鼓舞”的改革目标，深化公
立医院改革，通过恢复部分改制医院公益属性，规范医
院管理运行，加强医疗机构监管，规范解决改制医院遗
留问题，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
运行新机制，提高全市医疗保障水平和健康服务水平，
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去年 9月、12月，洛阳市中心
医院、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先后恢复公益属
性。此外，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铁路医院）恢复公益
属性的相关工作也于近日启动。9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栾川县百名勤劳致富模范表彰大会侧记

栾川县百名勤劳致富模范评选宣
传活动开始后，不少致富模范成了家喻
户晓的明星，他们的事迹被广为传播。

老马二度脱贫的故事，让读者齐齐
点赞。

十几年前，靠着辛苦种植烟叶，栾
川县秋扒乡黄岭村的马战伟成为村里
早早脱贫的那部分人。谁料，前几年，
一场大病让老马家再度返贫，还欠了外
债。贫困户精准识别时，老马因为自己
老党员的身份，拒绝当贫困户，他要把
帮扶政策让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2016 年，60 岁的老马借了 11500
元钱，干起了种植烟叶的老本行。近20
亩烟田，犁地、整地、种苗、施肥、打药、
浇水，全是他一个人干。7月打烟顶，8
月摘烟叶，9月开始炕烟。一房烟叶得
昼夜不停炕七天，烟叶全部炕完得七
回，老马就在炕房边“严防死守”了四十
九天。去年，老马的烟叶品相好，卖到
15.5元一斤，净挣4万多元，老马家再度
脱了贫。

“老马拒当贫困户并再度脱贫的故
事，让读者纷纷点赞，被称为扶贫路上
的一股清流，是各村群众都佩服的榜
样。”栾川县秋扒乡政府干部李秀一说。

老马的故事让人敬佩，“小强哥”卖
炒面的故事更是获得千万读者的关注。

“小强哥”原名赵强，37岁，幼时因
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臂残疾。但他没
有抱怨和气馁，靠着一双不灵巧的手，
他辛苦经营着一个炒面摊谋生。

一辆三轮车，一个煤气灶炉、一个
简易操作台、一个放食材的架子，就是
赵强炒面摊的全部。瘦弱的手臂掂不
起十几斤重的铁锅，他就用肩膀连带大
半个身子配合。放食材、翻炒、放调料、
出锅……笨拙的双手让每一个动作都
变得异常艰难。一锅面炒好，赵强已是
汗流浃背。下午 4点出摊，凌晨 4点收
摊，一年到头，天天如是。

2018年 4月，作为该县“百名勤劳
致富模范”候选人，赵强的事迹一经报道

就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微信阅读量很
快达到好几万。不少人走上街头，支持
赵强的炒面生意，还有人专门为赵强制
作了霓虹灯招牌。很快，赵强的事迹引
起了市级、省级、中央级媒体的关注，甚
至被送上了微博热搜。网民发问：“这个
双臂残疾的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赵强的事迹感动
了大家，大家也把无声地支持送给赵强，
如今赵强的炒面摊生意越来越好，他可
以每天提前四个小时收摊了。

在该县表彰宣传的勤劳致富模范
中，也不乏巾帼女英雄，张红坡就是其
中一个。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张红坡是个
瘦小的女人，却是建筑工地上的“拼命
三娘”。丈夫早逝，靠着在建筑工地上
拼命，她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

在建筑工地上，张红坡一个人要
给两个熟练的砌墙工人供应水泥和砖
块，和水泥、装车、推车、分装、再送上
脚手架，砌墙工人不停，她就不能停。
为了多赚钱，张红坡还曾同时给两个
建筑工地打工，这边砌完一层墙，打楼
顶的时候，她就到第二个工地当小工，
轮到第二个工地打楼顶的时候，再回
到第一个工地接着干。累得胳膊红
肿，睡觉连翻身都困难，张红坡也不声
不响地坚持着，靠着一股拼劲带领全
家脱贫。

张红坡的弟弟张战卿在邻村居住，
凭着踏实肯干的事迹也被评为了勤劳
致富模范，姐弟俩的事迹在当地传为美
谈。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曾东

“在特色党支部，党员群众的生活圈、
服务圈都围着核心转，唱歌跳舞抓党建啥
都不耽误，真不赖！”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五
股路街道龙泉社区“艺苑”党支部书记李桂
平一边忙活着 10月份“三新”讲习的事，一
边笑呵呵讲着创建特色党支部带来的新气
象。

近年来，城市社区党员规模扩大化、构
成复杂化、结构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在洛阳大力推进“河洛党建计划”全面
进步年和城市基层党建“四级联创四化并
举”的大背景下，瀍河回族区从优化基层党
组织设置这一源头入手，突破城市社区原
有区域化、网格化设置党组织的传统模式，
创建“特色党支部”，开展“特色服务进万
家”等主题活动，以特色为“笔”、支部为

“纸”，画好党群“同心圆”，促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全面进步。

让群众成为特色支部创建
的动力源泉

在特色党支部创建中，该区做到谋划
思路向群众问计，查找问题听群众意见，改
进方法向群众请教，衡量成效由群众评判，
让群众成为特色党支部创建活动的源泉动
力。

塔湾街道塔湾社区“惠民”党支部根据
90%以上住户属于职工家属的特性，在推
出限时服务、清凉服务等一系列便民、惠民
特色服务的基础上，又创新推出了“惠民
QQ群”及“惠民微信群”服务平台。

北窑街道金家街社区“爱心”党支部，
着眼于困难群众最迫切的生活需求，建立
起“爱心联络站—爱心捐助站—爱心超市”
一体化的帮扶网络，实现了救助帮扶常态
化。截至目前，“爱心”党支部已收到捐款、
捐物 10 余万元，开展爱心帮扶 300 余次，
服务居民 580余人。

在“爱心”党支部的基础上，金家街社区
党支部还建立了“刘青玉党代表工作室”，创
新推出的“13111”工作法（即：一本民情日
志、三个爱心平台、一套信访代理制、一个民
族团结岗、一个服务型社区），成为了该区特
色党支部创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以党建文化凝聚和引领社
区文化

创建“特色党支部”过程中，瀍河回族
区注重以党建文化凝聚和引领社区文化。

该区开展了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先
进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活动，发挥先进
文化的教育、引导和推动功能，着力构筑全
区党建精神高地。“艺传八方、馨香怡人”是
东关街道“艺馨”特色党支部服务特色，在
12名退休文艺骨干的带领下，上百名党员
群众和文艺爱好者被凝聚在一起。仅仅去
年，艺馨特色党支部就开展文化广场活动
和入庭院送文艺等广场活动 15场，观看群

众达 4000余人，使辖区居民在工作生活之
余享受到文化带来的精彩。

瀍河回族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魏斌介
绍，区里通过深入摸底，全面掌握社区党员
的年龄结构、文化层次、专业特长、兴趣爱
好及身体状况，建立了社区党员资源管理
库，按照便于组织学习、便于开展活动、便
于管理服务的原则，将具有相同爱好、特长
的党员编排到一起，因业、因趣分类创建。
通过提炼特色主题、构建特色载体、丰富特
色服务，经过申报和审核后挂牌成立了“艺
苑”“爱心”“巾帼”“惠民”等 11个特色党支
部，有近千名党员活跃其中，还逐步形成了

“爱心妈妈”“信访代理制”“民族团结岗”等
一批社区党建特色品牌，提升了社区党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下一步，该区将积极
推进区域化党建，打造“红引擎”党建联盟，
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优化整合各领域党
建资源，构建“民族特色圈”“党建综合体”

“讲习示范带”“党企金名片”等特色网格，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9

瀍河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

“特色支部”画出党群“同心圆”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指出，脱贫致
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
实现。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又是
脱贫致富的主体。但当下部分贫困群众却
存在着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
的问题。”栾川县扶贫办主任张六锦说，有
些贫困户安于现状，有劳动能力也不工作，
片面地将扶贫看作政府的责任，是扶贫攻
坚的一个难题。

为破解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难
题，栾川县于 2017年组织开展了“百名勤
劳致富模范”评选宣传活动，在群众中选树
勤劳致富模范，通过身边榜样的带动作用，
激发广大群众的脱贫志气。

群众推荐、村组干部审查、新闻工作者
核实，是该县此次选树勤劳致富模范的必
要步骤，以确保选准模范，发挥好示范效
应。

活动开展以来，该县新闻工作者跑遍
了全县所有乡镇，走访了百余个村和社区，
完成了 130多组真实鲜活的人物报道，并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微信等媒体广
泛传播。截至目前，栾川县“百名勤劳致富
模范”的相关新闻专题累计阅读量已达百
万余次，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栾川县此次报道和表彰的勤劳致富
模范，有身残志坚的创业者，有老当益壮
的坚守者，还有不让须眉的巾帼标兵和意
气风发的年轻人。

“我们甚至还报道了因沉迷麻将致
贫，后来幡然悔悟通过勤劳创业脱贫的

‘浪子’。这样普通人的故事，特别容易引
起群众共鸣。”栾川县委宣传部一名工作
人员说，通过宣传报道，让各种情况的贫
困群众都能找到可学的典型，走上勤劳致
富的道路。

目前，栾川县已经把“百名勤劳致富
模范”的事迹制作成网络公益视频、展
览，并编印成书籍、画册等发放到各村组
供群众学习，发挥了较好的教育引导作
用。

“选树模范只是开始，放大效应才
是根本。下一步，栾川县将进一步组
织、动员和引导广大群众学习模范群
体的先进精神，自觉树立勤劳致富、立
志脱贫的信心和决心，在党委和政府
的带领下，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美
满的新生活。”栾川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吕振涛表示。 9

2 脱贫不等不靠 幸福勤劳创造 3 扶脱贫之志 鼓奋进之气

脱贫致富路上累并快乐着

勤劳致富共奋进

截至目前，栾川县“百名勤劳致富模
范”的相关新闻专题累计阅读量已
达百万余次，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
烈反响

百万余次

获奖的勤劳致富模范 李莎 摄

省煤田地质局干部职工
与帮扶村群众共贺重阳

本报讯（通讯员 葛高远 董俊峰）“省里驻俺村这王
书记老是好，处处记住俺，经常来看望我，给俺办了低
保，在俺有困难时，他不叫就来了……”

10月 12日上午，在伊川县平等乡上元村，老寿星方
玉凤拉着到她家慰问的省煤田地质局党委书记原永胜
的手，直夸省里派驻到上元村的第一书记王立峰好，并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0月 11日到 12日两天，在重阳节来临之际，省煤
田地质局党委书记原永胜带领局下属各帮扶单位人员
来到局扶贫点伊川县平等乡上元村。与驻村书记和工
作队同吃同住，详细了解目前的脱贫情况，驻在村里解
决遇到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助推脱贫攻坚。

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孝老的传统美德，由省
煤田地质局和伊川县社保中心倡议，平等乡上元村委还
评选出了“上元村第二届好媳妇、好婆婆、五好文明家
庭”。10月 12日上午省煤田地质局和平等乡党委政府
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表彰大会，为评选出的5位好媳妇、
5位好婆婆及 4户五好文明家庭代表佩戴了大红花，发
放了奖品。全村 80岁以上的老寿星每人领到了一条喜
庆实用的大红毛毯。

为了上元村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省煤田地质局还
协调了河南省省直三院的 30多位专家入村，为村民举
行大型诊疗活动，参与村民200多人。9

10月 15日下午，在洛阳理工学院应用型高校办学
成果展上，一群学生正围在洛阳市轨道交通一号线设计
展台前欣赏地铁文创设计产品。

近年来，洛阳理工学院作为全省十所示范性应用型
本科高校之一，积极抢抓高校分类发展机遇，深化“行业
性、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取得了一系列特色教
育教学成果。9 赵燕昌 摄

洛阳理工学院

应用型高校建设亮点多

以“百扇”寓意“百善”

“王氏兄弟”百扇展亮相
本报讯（通讯员 郭跃铮）10月 13日，拈花一笑，禅

心空相——“王氏兄弟”百扇展在洛阳三王府书画艺术
中心开展。

据了解，“王氏兄弟”兄文东，善花鸟；弟养林，精人
物。在他们二人的合作作品中，画面人物百态与花鸟鱼
虫的接纳气韵畅达，章法互融，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疏
朗清奇，浑然天成。

本次百扇展由中国民族艺术研究院、洛阳三王府书
画艺术中心主办，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洛阳华夏香山
艺术博物馆、洛阳华夏文字艺术博物馆等单位协办。

“王氏兄弟”在写意水墨创作过程中，始终追求化繁
为简、言简意赅的心物关照，并以此获得点石成金的减
法艺术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其花鸟、人物形象也因之愈
发锤炼得博大包容，浑然一体，几于达到天生混沌的本
真状态。“王氏兄弟”写意水墨始终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以少胜多，达到形神兼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境界。

据悉，此次“王氏兄弟”百扇展取意为“百善孝为
先”，用“百扇”寓意“百善”，以扇画善，善行天下。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