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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张晓霞

“我的家在哪儿呢？”今年30岁的

打工仔刘晓星，常年在浙江义乌打

工。前几天兴致勃勃驱车回到内黄县

六村乡马集村，竟然找不到自己家的

胡同口了。

刘晓星的记忆中，仍然储存着胡

同口的破棚子、垃圾堆，这些“地标符

号”猛然间蒸发了。他满眼看到的是

整齐划一的绿化树，两旁的房屋全部

粉刷一新。“真没想到，家乡陡然间变

得如此美丽。”刘晓星感慨地说。

这美景，这乡愁，这幸福的滋味，

曾经的期冀逐步在这里变为现实。

内黄县是革命老区，被誉为“红色

沙区”。历史上涌现出刘汉生、王从

吾、平杰三等革命前辈。抗日战争爆

发后，杨得志、杨勇、崔田民等率部进

驻内黄，创建了以沙区为中心的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沙区儿女积极参军抗

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老区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

新农村建设中有哪些变化？11月 23

日，记者走进内黄县，看到的是一幅具

有浓浓的乡村气息的美丽画卷正徐徐

展开。

林州

岗位送到贫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非常感谢市委、市政

府对我们的关心，不光给我们提供房子，今天还送来了就
业岗位。我相信，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11月 27
日，在林州市举办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就业岗位签约会上，
来自五龙镇合脉掌村 47岁的万国爱与方博服饰公司签订
就业意向后，高兴地说。

为了让贫困户过得更幸福，林州市组织企业单位走
进陵阳镇幸福家园小区，上门给入住的贫困户送来岗
位。小区周边包括陵阳中学、方博服饰、光远新材等在内
的 51家企事业单位设置了招聘摊位，专门为贫困户提供
就业服务。

此次签约会现场，用人单位提供保洁、绿化、保安、成
衣制作、治安巡逻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就业岗位400余个，做
到了人人有岗位。来自入住小区的贫困户在帮扶人的协
助下挑选适合自己就业的工作岗位。活动现场人流涌动，
秩序良好。350余人次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此次
签约会为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保障。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我市经济发展中的大事，是惠
民的实事。作为扶贫车间的负责人，我一定为搬迁对象搞
好服务，尽最大努力，确保搬迁人员能够充分就业，让搬迁
人员搬得进、稳得住、能就业、能致富。”方博服饰公司负责
人董香兰表示。8

郑济高铁滑县段

累计完成投资约3.5亿元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12月 3日，记者来到

郑济高铁滑县段项目施工现场，只见工人们正在距离地面
15米高的桥墩上方进行钢筋绑扎作业。“这一段是郑济铁
路在滑县境内跨度最大的一段连续梁，全长 238米，主跨
112米，目前主墩正在进行模板安装。”中铁十四局郑济高
铁项目部副总工程师杜庆岭介绍。

郑济高铁起自郑州东站，止于济南西站，是我省“米”
字形高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境内郑济高铁郑濮
段全长 197.27公里，总投资 346.9亿元，共设郑州东、平原
新区、新乡东、卫辉南、滑县浚县、内黄、濮阳东7座车站，设
计时速 350公里，建设工期为 4年，预计 2021年可建成通
车，将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方便群众出行创造良好条
件。其中，郑济高铁滑县段总长约 28公里，途经王庄、小
铺、道口、城关、枣村、白道口、四间房7个乡镇（街道）38个
行政村。

自2017年 6月开工建设以来，郑济高铁滑县段项目建
设单位持续把好安全质量关，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为
滑县早日迈入高铁时代打下坚实基础。截至 11月 23日，
郑济高铁滑县段项目累计完成大桥桩基施工4604根，承台
389个，桥墩 323个，预制箱梁完成 109榀，箱梁架设完成
40榀，滑县浚县站路基软基处理 11.4万余延米，累计完成
投资35065万元。8

汤阴

农事大比拼 赛出幸福感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11月 21日，汤阴县人

和公园北广场上热闹非凡，该县2018年全民运动会农事竞
赛在这里激情开赛。比赛共设手搓玉米、手剥花生、精挑
细选、颗粒归仓、袋鼠运梨5个团体项目，来自10个乡镇的
10支代表队共400余名选手参赛。

在手搓玉米比赛中，参赛选手一个个左掰右拧，眼看
着金黄的玉米粒“哗哗”掉落，盆里的玉米粒渐渐增多；手
剥花生比赛彰显出选手们手劲儿的巧妙，一颗颗花生在选
手们手中破壳掉粒，饱满的花生籽粒在盆中翻转跳跃；精
挑细选项目则考验选手们的速度和眼力，他们低下头，两
只手如小鸡啄米般分拣五色豆。

“比赛项目与农活密切相关，全是大家熟悉的。这次
政府把农事活动作为比赛项目，我们都很振奋，今后一定
带领全村干部群众，把农村事情做得更好，让农村更加和
谐富裕。”前来参赛的白营镇尧石得村党支部书记马梅珍
说。

汤阴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赛事旨在让新
时代农民在运动会上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提升农
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在凝聚人心的同时，进一步
促进农村产业健康发展，为建设自信自豪幸福汤阴助力
添彩。8

371
个

全县共栽植绿化树
木 23.2 万棵，安装路灯
2.4万盏，硬化85.2万平
方米，美化 405 万平方
米，完成三无一规范一眼
净的村庄371个

“改善人居环境，不是一阵风、
一阵雨，而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
幸福指数。”内黄县政府党组成员、
主抓此项工作的高红亮如是说。

为了让优美的环境“保鲜”，步
入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内黄县
实行市场化保洁制度，建立长效机
制。他们面向全省聘请两家专业
保洁公司，1696 名保洁员分布在
全县 532个村庄，开展常态化保洁
工作。

董春香今年 63 岁，是前魏庄
村的保洁员，当记者问她“每天打
扫几遍”时，“我不论遍，只要发现
地上脏就扫。”她说，随着村民环
境意识的增强，村里的路面比以
前好打扫多了。

好的不只是环境，更是村民的
生活习惯和文明素质的养成。内
黄电视台开设专栏，县里驶出流动

宣传车、乡村大喇叭广为宣传，教
育引导群众改变生活陋习，不乱丢
垃圾、不乱倒污水、不乱堆乱放秸
秆杂物，自觉维护大街小巷卫生，
保持家庭院落干净。扎实有效的
宣传，制度化的推进，内黄县群众
提升了文明卫生意识，涵养了公共
意识，营造了守护美好家园的良好
氛围。

截至目前，全县共出动人力
27.7万人次、机械 3.6万台，清理垃
圾23.1万吨，栽植绿化树木23.2万
棵，安装路灯2.4万盏，硬化85.2万
平方米，美化 405 万平方米，完成
三无一规范一眼净的村庄 371个，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稳步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
问题治理，让内黄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走上了良性循环。8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张龙飞

12 月 2日下午 4点多，65岁的常振守
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进社区三楼日间照料
中心活动室，从乐器架上拿起一支笛子，吹
起了民间小调。一曲未罢，社区里的豫剧
粉丝们也前来报到，笛声、二胡融入优美的
唱腔。不大会儿，30多名老人陆续到来，活
动室里掌声笑声不断。4点半一过，一个个
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嬉笑着跑进社区“四点
半课堂”。这样的场景，在安阳市洹北街道
碧水社区每天都在上演。

碧水社区是一个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
“年轻”社区，住户“清一色”是低收入家庭，
居民 2889户 9245 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
396名。

“年轻人都忙着打工挣钱，老人谁来
管？”这是碧水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月明的一

块“心病”。
“最美不过夕阳红，幸福生活不能让任

何一位老人掉队。”郭月明深有感触地说。
碧水社区的办公场所是一栋三层小

楼，2012 年初始，郭月明带领大家腾出房
间，建立了日间照料中心，不仅有休息室、
健身房、活动室、文化室，还配有小餐厅。
记者在餐厅门口的菜单上看到，一碗面条
只要两块钱，饭菜每天不重样。

独居老人李淇秀原来住在其他社区，
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孤独的生活总让她脸
上凝着一片“愁云”。搬到碧水社区后，她
成了照料中心的常客，聊天、听戏、看书，在
健身房的腰部振动机上锻炼锻炼，累了就
在休息室眯一会儿。

“刚开始还有人不理解，觉得社区想挣
钱。”郭月明笑呵呵地说，这里全免费。后
来一些子女看到家里的老人格外高兴，不

理解变支持，纷纷去当志愿者，主动为老人
服务。

托起了“夕阳红”，那些满社区跑的“小
太阳”呢？

郭月明动情地讲述了一桩难忘的故
事。那是 2014年冬季的一天，大雪纷飞，
气温零下十几度。郭月明在社区看到一个
孩子，趴在路边的石头台上写作业，小手冻
得通红，顿时心头一紧。

“这可不中，孩子冻坏咋办。于是，我
把他领到办公室，叫他在那写作业。”郭月
明说，这个孩子叫李杰，今年上五年级，那
时节，他母亲在外打零工，经常忙到晚上 8
点多才能回来，没时间料理他。

李杰的现象并非个例。4时 40分小学
生放学，家长上班，这些孩子“放了羊”。

“我们社区是个大家庭，也是这些孩子
的‘家长’啊！”社区工作人员一商量，挤出

房间，搬来两张长条桌，给孩子提供写作业
的地方，后来又添置5000多册图书、5台电
脑，建立了社区“四点半课堂”，邀请退休老
干部、老教师等志愿者，免费给十几个孩子
辅导家庭作业。

距社区不到 300米就是安阳市实验中
学，社区主动跟这所中学对接，每周邀请成
绩优异的高中生给孩子们讲课、分享学习
经验。

“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家长
们对“四点半课堂”赞不绝口。

“上着班，心里还直念叨着孩子，下班
回家时候车骑得飞快。”学生家长郭青兰
说，现在好了，知道孩子在社区学习，还有
人辅导，我们放心、舒心，更开心。

“一老一小”显真情，碧水社区的举措得
到了居民认可，也吸引了本省、浙江、江苏、
湖南等多地社区代表前来“取经”。8

龙安区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往来穿梭的工程车辆、

干劲儿十足的建设者，12月 3日，走进“三新”产业园——安
彩高科退城进园项目现场，处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
样紧锣密鼓推进项目建设的场景在安阳市龙安区随处
可见。

安彩高科产业园项目只是龙安区 32个重点项目的代
表。今年年初以来，为加快重点项目建设，龙安区成立项
目分包团队，由区领导亲自带队，并建立项目推进周例会
制度，协调解决各种问题。尤其是全区重大项目建设“两
比一争”竞赛开展以来，该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
鼓励全区上下履职尽责，比速度、比进度，争创优秀项目分
包团队，掀起项目建设新热潮。

该区把服务和协调放在首位，把解决项目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积极解决项目建设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他们围绕目标，抓环保、重安全、
推进度，建立工作台账，倒排工期，并出台相关文件，通过
推进高质量项目建设，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截至目前，各分包团队、区直单位和乡镇、街道共深入
项目现场一线服务200余次，研究解决问题70余个。安彩
高科光伏玻璃项目主体即将完工，原料、熔化车间已经完
成主体三层的浇筑，深加工车间主体正在浇筑，预计明年6
月试生产；南海水库移民避险解困工程南海嘉园集中安置
点主体已封顶，预计今年年底完工。8

管理好不如服务好
——看安阳碧水社区如何托起“夕阳红”护佑“小太阳”

被誉为“红色沙区”的内黄县，将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列入扶贫中主攻方向和目标，不仅加快补齐
了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的短板，而且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建设新时代富强文明平安美丽新内黄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内黄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内黄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一座座独门独院整齐划一，院落朝街的外墙
上统一粉刷清净素雅的涂料；一条长 500米宽 5
米干净、笔直的水泥路，穿村而过；道路两旁，修葺
整齐的草坪内毛茸茸的小草，在阳光的照射下显
得格外青翠碧绿，一排排大叶桢绿化树随风摇曳。

乡村自然风貌的原生态又回来了，记者走进
内黄城南黎庄这个只有66户人家的小村庄，犹如
走进了别墅区。

这美丽家园的景色，在内黄县可不是独特的
“小盆景”，而是全县 532个村庄浓缩的清新可人
的“风景线”。

风景的变化，得于内黄县委、县政府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才改变了落后的人居环境。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必须
动真格、下大力，再也不能让这片‘红色的土地’污
水乱排、垃圾乱扔，秸秆乱堆，应该给村民一个干
净整洁的生活环境。这也是脱贫的重要内容，更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声音
振聋发聩。

今年 10月 2日，内黄县召开 3000人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誓师大会，县、乡、村干部，驻村第一书
记、责任组组长、帮扶责任人全部到场。

在这次会议上，县委、县政府发出动员令，把
乡村环境整治也列为重点：农村大街小巷、坑塘沟
渠、电杆墙面、户室庭院等；整治目标：净、齐、亮、
美、畅。并向全县人民立下诺言：“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补齐人居环境这块短板，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内黄地处黄河故道，当地老百

姓收获庄稼后的秸秆，常常堆放在
自家门口。

多年来，不少村民在家门口的
空地上，不是垒鸡窝狗窝，就是建
猪圈。庭院街道干净卫生的好习
惯，多数人都未养成。

杂物乱堆乱放，小广告贴满
墙。“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

改 变 村 容 村 貌 是 块“ 硬 骨
头”。整治初始，一些干部多有畏
难情绪，村民则在观望。

“整治不好自动辞职”，千口村
党支部书记刘贵献誓言。他把党
员和群众积极分子组成两支突击
队，把突击队红旗插到施工现场。
而他自己则利用两个晚上率先把
自家门前秸秆全部清理干净。在
他的带领下，10800立方米的常年
垃圾 30 天内清理干净，全村主干
道 5500 米的水泥路面 60 多天全
部铺完。古枣园边的“旧形象”终
于有了“新面子”。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
头豁得出来。”中召乡樊庄村党支
部书记樊麦旺、村委会主任樊根林
担当使命，模范带头，并以党员、亲

戚朋友等关键少数为突破口，干部
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用了不到一
周时间，违建、垃圾杂物全部清理
完毕。

六村乡的千口村，黄河曾在这
里决口变道。这个村下雨后路面淤
泥能淹没脚脖。村干部和党员带
头，组织了两支突击队，日夜奋战。
堆积了二三十年的垃圾不见了，两
米多高的杂草清除了，违建的房子
被拆了，多条断头路打通了，路面硬
化，环境绿化，修建了街旁花园，兴
建了文化广场，旧貌换新颜。

内黄县上上下下，党员干部打
先锋，全民在行动，对乡村主次干
道、大街小巷、坑塘沟渠、电杆墙
面、户室庭院等，逐项细化整治，逐
级压实工作责任，一项一项落实，
一项一项验收，一项一项销号，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实现“净、齐、
亮、美、畅”目标。

人居环境的改变，还增强了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长
庆路街道办事处黎庄村党支部书
记刘院军体会更深刻：“改善人居
环境，基层干部的号召力强了，腰
杆硬了，说话管用了，群众的满意
度和幸福感提高了。”

党员打先锋 全民在行动

不是“小盆景”
而是“风景线”

不是一阵风 而是持久战

内黄县长庆路街道办事处李庄村入
村绿色廊道

几个小朋友在内黄县六村乡破车口
村广场前玩耍

内黄县六村乡千口村村民在欣赏新
绘成的文化墙 本栏图片均为刘超 摄

内黄县六村乡破车口村一角内黄县六村乡破车口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