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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刘理政

1月 26日清晨，农历腊月二十一，记者再次翻山越岭来到镇平县高丘镇黑
虎庙小学。

挂灯笼、贴窗花、写春联……黑虎庙小学被装扮得喜气洋洋。就在前一
天，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刚刚参加完“时代楷模”年终盛典的节目录制，载誉
归来，他还入选 2018年度感动中国候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笼罩在光环
中央的张玉滚依旧沉默内向，说话声音也不大，和在课堂上挥洒自如的形象判
若两人。穿着也很普通，套在棉袄里面的依旧是我们第一次采访他时穿的那
件黑西服，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已经热得发烫的“名人”。

2018年 5月 7日，《河南日报》一版头题刊发了长篇人物通讯《大山深处播
火人》，详细报道了张玉滚扎根深山17年，奉献山区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通
讯播出后感动了无数人，也在全社会引发广泛热议。随后，省委面向全省发出
了开展向张玉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对于张玉滚个人而言，各种荣誉随之
而来，先后荣获“时代楷模”“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河南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

镇平县委书记李显庆认为，张玉滚是干事创业的活教材，见贤思齐的好榜
样，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他扎根深山17年默默奉献山区教育，他的精神不仅
在教育界引发反响，更在全社会树立了标杆。可以说，张玉滚的拼搏奉献精神
是一笔宝贵财富，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历久弥新。

“张玉滚精神报告会在南阳各县区巡回讲了几十场，场场爆满，场场掌声
雷动，老师们多次被张玉滚的精神感动而落泪。”南阳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吴
树之说，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张玉滚的拼搏奉献精神已成为南阳教育的一
种精神力量，必将激励更多教师立足本职为南阳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黑虎庙小学老校长吴龙奇扎根黑虎庙 40多年，去年秋季开学，他的小女
儿吴筱玲又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从县城学校回到了黑虎庙小学。如今，吴龙奇
虽然退休了，但黑虎庙小学已成为他不变的牵挂。“地处伏牛山深处的黑虎庙，
祖祖辈辈被一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黑虎庙小学早已‘名声在外’。”吴
龙奇感动地说，过去一年里，很多爱心企业家和爱心人士来到黑虎庙小学，他
们捐钱捐物，把外面的新鲜事物也带了进来。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黑虎庙小学建校60年来发生变化最大的一年。”
张玉滚说，政府筹资加上社会捐助，总共有300多万元用于改善学校的办学条
件，如今已基本赶上了城里公立学校的硬件设施标准。比如，教学楼粉刷一
新，建成了现代化的学生餐厅，孩子们再不用蹲在地上吃饭了；在厨房上方新
接的二层小楼已经装修一新，崭新的图书室春季开学就可以启用；校园外，新
修建的 200米塑胶环形跑道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玩耍的地方；南阳市教育局协
调社会捐赠了30台电脑，全县第一家多媒体教学“梦想教室”配备到位，优质教
育资源可即时分享。除此之外，从高丘镇到黑虎庙的道路已经修了5公里了，
很快，大山深处的黑虎庙人再也不用走那上八里、下八里的陡峭山路，他们也
将迎来精彩的新生活。

采访结束时，记者站在黑虎庙小学教学楼二楼的教室前面，向远处望去，
只见远处的高山上，苍松翠柏绿意浓浓，缕缕云雾像飘带般环绕在群山之间，
平添了几分浪漫。校园内旗杆上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迎风招展，孩子们高
声齐唱的《我爱你中国》仿佛还在耳畔回响……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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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1月 31日，春节越来越近，邓州市张村镇朱营村，一辆辆挂着异地牌照的
汽车不断驶进村里，在外务工、创业的人们陆续返乡。

尽管通过严格的“四议两公开”的“公开告知”程序，在外的朱营村人都知
道 2018年村里又有了大喜事，可见着返乡的人，朱营村党支部书记朱志华还
是不忘挨个儿“汇报”最新的进展：村里的学校重新翻修了一遍，幼儿园和小学
能容纳近 600人就学，两辆校车来回接送，安全又方便；村里的卫生所装修即
将完成，先进的医疗设备正安装调试，过了春节就能投入使用。

“有事多商量，让群众说了算，不仅事儿能成，群众也能得实惠。就拿这卫
生所来说，建成后免费为村里人进行体检，村民日常看病不用出村，自然举双
手赞成。”朱志华告诉记者，从2010年全村面貌改善到2018年村里学校、卫生
所重新修缮，朱营村的所有大事都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进行：村党支
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议审议，村民大会或村民
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村级事务公开公正，党员群众上下
一心，朱营村面貌焕然一新，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2018年 11月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会议强调，凡是农村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
研究讨论，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加强村务监督。2004年发端
于邓州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再度被关注。《河南日报》在2018年 12月 7日一
版头题刊发报道《再探“四议两公开”》，引起广泛反响，“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历
久弥新。

如今“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不仅在邓州遍地开花，还实现了南阳市全市
4647个村、298个社区全覆盖，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学习团接连不断。

在长期的实践中，“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找到了一把
“金钥匙”，成为完善基层治理的一项长效机制，并在实际工作中被不断拓展和
延伸。

“在脱贫攻坚中，‘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帮助我们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真正
做到了精准识别、精准退出。”邓州市湍河街道办事处姚巷社区党支部书记钟
青理告诉记者，在贫困户精准识别和退出过程中，姚巷社区在各居民小组中实
施“一提二审三通过”，由居民小组理事组提议，社区“两委”会审查，居民小组
会议决议通过，确保了贫困户认定结果公开公正。这种“简化版”的“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被广泛应用于村小组事务的处理中。

邓州市在探索和完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四化双评”
服务平台，通过网格化管理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为“四议两公开”插上
了“翅膀”。目前，用“四议两公开”进行民主科学决策，用“四化双评”优化管理
服务，初步构建起邓州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在姚巷社区姚北网格，网格长史良向记者展示了“四化双评”带来的便
利。“社区居民代敦虎开店经商要办理营业执照，他把材料直接给我，我通过手
机APP上传，他等着证件办好后去领就可以了。如果哪个环节出现拖延贻误，
会有相关部门及时追责。”她告诉记者，利用“四化双评”平台真正做到了让干
部多操心，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四议两公开’实现了大事小情让群众说了算，‘四化双评’为群众办理大
事小情提供了服务保障，两辆‘马车’带领群众在村级集体事务中不断提升参
与度，既保障群众集体权益，又满足群众个性需求；既落实群众对重大事情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又为群众提供各种服务。”南阳市委常委、邓
州市委书记吴刚深有感触地说。③8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2018年是民权林场建场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月29日，国有商
丘市民权林场党委委员、副场长石立忠说。

2018年1月9日，《河南日报》以《河南有个塞罕坝》为题，报道了民权林场68
年来艰苦奋斗的历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拉开了对申甘林带和民权生态文明集
中报道的序幕。随后，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纷纷聚焦黄河
故道上的这方热土，连续推出多篇重磅报道，掀起了学习“河南塞罕坝”的热潮。

“场党委以此为契机，在全场干部职工中广泛开展党性教育活动，2018年
可以说也是落实各项林场改革任务的关键一年，林场从运营机制到管理模式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石立忠说，国有林场改革后，民权林场被确定为公益一类
全供事业单位，全体职工真真切切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红利，工作热情无比高
涨，2019年林场更是将工作目标定在完成森林抚育8000亩。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三代民权林场人在“风吹黄土遮天蔽日，盐碱遍地寸
草不生”的沙荒地上风餐露宿，硬是在100多平方公里的茫茫沙丘上培育了10
余万亩人工林带，成为民权人民生产生活的绿色生命线，被称为“亚洲十大平
原人工防护林”之一，国内外林学专家誉之为黄河故道上的“绿色长城”。

“三代林场人，不忘初心，艰苦创业，矢志不渝，扎根民权黄河故道，植树造
林、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从育1亩苗起步，营造了6.9万亩林海，打造了商丘黄
河故道申甘林带生态屏障，我认为这就是可歌可泣的‘河南塞罕坝’精神！”曾
到民权申甘林带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刘怀丕说。

近年以来，民权林场继续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厚植“绿水青山”，目前民权
林场森林蓄积量 18.7 万立方米，年生长量 1.8 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80%。通过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提高森林质量，该林场实现了由以往单一植树
造林到建设国家公益林、国家木材战略储备林、国家生态公园的跨越和转变，
实现了保生态、保民生、保资源，推进了高质量发展。

如今，发扬“河南塞罕坝”精神，传递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参与造林绿化，在
当地已蔚然成风。民权县政府还适时提出了林下经济的发展思路，积极鼓励、
动员农民在林下种药种菇、养殖畜禽、养蜂酿蜜等，助推了脱贫攻坚，走出了一
条绿色生态的发展之路。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民权县委、县政府将构建“绿
水青山”生态体系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提出了以黄河故道为主线、以
申甘林带为核心的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建设构想，明确了将申甘林带建设成豫
东生态屏障的定位，着力打造连接湿地公园和生态公园的绿色廊道，要在50多
公里长的黄河故道上再造6万亩生态林，再造一个申甘林带。

“我们要再造一个‘河南塞罕坝’！”民权县县长张团结说。仅 2018年，该
县就完成各项工程造林5.56万亩，其中黄河故道生态走廊300—500米封闭绿
化面积达 3.6万亩。目前，民权国家生态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和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已显雏形，初步形成了“四季有景、一河多彩”的故道生态景观，良好生态
吸引了白天鹅、白鹭、青头潜鸭等多种珍稀鸟类栖息。

“发扬‘河南塞罕坝’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确保生态建设收到实效，让申甘林带、黄河故道的树更绿、林更
茂、景更美，生态更好！”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说。③5

□本报记者 归欣

1月 30日，雪花飘飘洒洒，给黄河北岸的乡村平添了几分年味儿。新乡市
平原示范区桥北乡，乡政府附近的主干道两侧成了“临时市场”，人们悠闲地挑
着心仪的年货。但在乡政府大院内，干部们脚步匆匆，依然忙得像“打仗”。

“还有几件事没弄完，估计得忙到年三十。”桥北乡党委书记王丁丁告诉第
四次来访的记者，“五保户、军烈属得慰问，几个特困户得走访，还有一个扶贫
项目得去看看。”

在他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一份刚打印好的“春节期间桥北乡干部值班表”，
大年初一值班——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王丁丁当仁不让，分给了自己。

正说着，乡长辛晓川推门进来，俩人简单商量几句，定下来今天的任务：分
别带上几个乡干部，一路往西慰问、走访群众，一路往东看看人居环境整治。

上午 9点，记者跟着西路“小分队”，到了位于葛韩庄村的桥北乡敬老院。
走进院子，两个工作人员正忙着打扫卫生，村干部指着其中一位女同志介绍：

“这是院长李玉梅，本村媳妇，为老人们服务快30年了。”
李玉梅把记者让进了老人们的房间，空调、电视、双人床、卫生间，乍一看，

有点像宾馆的标准间。“这 3年多，县里、乡里给咱敬老院投了 80多万元，集中
供养五保户，老人们在这吃得好、住得好，可高兴了！”她说。

一行人放下慰问品正要走，88岁的冀会贤老人拉住王丁丁的手，依依不
舍：“王书记，年三十还来俺这儿吃饺子吧？”“中，只要我在乡里，一定过来陪您
老！”王丁丁一边答应，一边向记者解释，乡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年三十谁
值班，就到敬老院来陪老人们吃年夜饭，去年刚好轮到他。

脱贫攻坚，是桥北乡这几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区 15个贫困村，6个在桥
北。虽然去年年底桥北乡这6个村已经通过验收，“摘帽”十拿九稳，但乡干部
们最挂心的还是贫困群众。在盐店庄村村民何二伟家，看到备好的年货、嗡嗡
运转的空调，大家明显松了一口气。

村党支部书记关源群告诉记者，前几年，何二伟的父母先后患上重病，掏
空了家底。想打工，又放心不下家里老小；守家里，好几万元欠债不知道咋还，
不到三十岁的何二伟愁得直揪头发。

“要不是驻村工作队和王书记、关书记他们，我现在还愁着哩。”何二伟说，自
从2015年他家被定为贫困户，日子有了保障：医疗保险解决了老人的看病费用，

村里的合作社带着他承包了八亩桃园，工作队还在郑州一家空调厂帮他找了
工作，一个月工资近5000元。2016年年底，何二伟家顺利脱贫。

在盐店庄转了一圈，访了几户群众，看了村道施工，临近中午的时候，
雪花渐渐大了。王丁丁抬头看看天，说去北岸农庄再瞅瞅。这是桥北乡去

年 10月份引进的产业扶贫项目，准备今年“五一”开门迎客，年前不去
盯盯进度，大家都有点不放心。

桥北乡在黄河滩区内，又毗邻千万人口的郑州市，发展生态观光农
业是方向。近两年，这里的乡村游让游客“吃一顿、拎一兜”已不成问

题，但离“住一晚、玩两天”还有差距。随着投资上千
万元的北岸农庄项目进驻，桥北乡看到了实现生态观
光农业跨越发展的希望。

“我们流转了 1000多亩土地，打算建一个大型田
园综合体，景观有桃花、油菜花、荷花，农产品有无土
栽培蔬菜、有机小米等，还打造了高端民宿，建成运营
后能安置200名群众就业。”北岸农庄负责人吴明伟站
在一个基本成形的人工湖前对记者说。

返程路上，大雪纷飞，桥北的田野、村庄一片银装素
裹。皑皑白雪之下，正孕育着春天的勃勃生机。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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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2月 4日，除夕，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湖管理处槽桐沟林区值
班室。

煮熟的饺子从锅里盛到碗里，护林员刘文斌没有先吃。他拿起手机，拨通
了母亲的电话，说：“妈，儿子不能回家陪您过年，在山里给您拜年了！”

48岁的刘文斌是1989年 10月到小秦岭当护林员的，迄今已近30年。他
说：“过年值班是两年轮一次，今年是我第15次在山中过年了。”

在山中工作、生活，很不容易。最大的麻烦是用水。值班室附近有一条小
河沟，水还比较干净。大湖管理处建了引水渠和水窖，将河水引到水窖中储
存。但冬季用水还是得节省点，洗澡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一个问题是孤独。刘文斌不吸烟，也不喝酒，他有自己排解孤独的办法
——每天晚饭后到附近的小广场去快走一个小时。他说：“这样既锻炼了身
体，又减轻了孤独感。其实，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刘文斌感觉今年山中的春节尤其寂静。往年过年时，金矿不停产，因此山
中人很多，拉矿的车辆也很多。如今，小秦岭的采矿口都封了，矿工都走了。

他说：“寂静说明小秦岭生态环境整治彻底，效果好。”
说起过去的 2018年，刘文斌说，2018年是小秦岭变化最大的一年。刘文

斌回忆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小秦岭真是绿水青山，鸟语花香。但到上世纪90
年代，采矿口骤增，山上的树都被毁了，到处堆着废弃矿渣，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到处泥泞。如今，小秦岭又变了样，采矿口都封了，废弃矿渣拉走了，裸露的
山体又种上了树。他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

秦岭金矿槽桐沟东槽沟俗称“黄金沟”，这里海拔 1700多米，最多时有 15
个采矿口，废弃矿渣到处都是。进行生态修复时，从这里拉走的废弃矿渣有
340万吨。土质改良时，因为这里山高坡陡，拉土车只能开到半山腰，再往上只
能靠人扛小车推。去年3月，刘文斌在这里连续值班40多天，扛土栽树。当时
天降大雪，山上异常寒冷，他的耳朵、手都冻烂了，自己抹点消炎药，手上缠着
纱布继续干活。刘文斌说：“当时是真苦真累。但为了小秦岭更美丽，再苦再
累我也愿意。”

刘文斌负责的区域有 3700多亩山地。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把自己的
片区巡查一遍，看看是否有被毁坏的树林，是否有损坏的标语牌需要修复，是
否有受伤的动物需要救治等。

大年三十，他也没歇着，仍像往常一样，拿上干粮和装满水的水壶就上路
了。他说：“巡查一遍，常规情况下也就4个小时，都习惯了，也不算累。”

巡查有固定的路线吗？刘文斌说有几条线，但没啥好路，都是护林员用脚
踩出来的小路，个别地方还比较危险。有一条路是在石坡上，上下时需要脚踩
石缝，手抓草或树枝，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山。

巡查的过程中，刘文斌竟然发现了3只野猪。他有点害怕，禁不住打了个
哆嗦。但野猪看到他，反而掉头就跑了。刘文斌说：“小秦岭出现野猪，说明环
境在变好。”

整个春节假期，刘文斌都要在山上值班，正月初七才能下山与家人团聚。
他说：“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尽心尽力做好。我要做好新春‘第一巡’，让小秦
岭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得更加美好。”③8

“新春走基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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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首2018，这一年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原发展靓丽出彩，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向前。在邓州基层，在镇平黑虎庙小学，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乡，在民
权林场，在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身处基层一线的劳动者们铆足劲，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做出彩河南人，
干出一番新天地。

让我们在新春佳节走进基层一线，回眸那些2018年的出彩画面，领略时代劳动者的昂扬激情，为新的一年
更加出彩加油鼓劲，为新中国70华诞献礼！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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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新时代 新年更出彩

本报记者（左）在小秦岭采访护林员刘文斌 王海亮 摄本报记者（左一）在新乡市平原示范区桥北乡盐店庄村采访老党员 郝健 摄 民权林场副场长石立忠向本报记者（右二）介绍林场的发展规划 张增峰 摄黑虎庙小学师生喜迎春节 刘理政 摄本报记者（左）采访朱营村村民 王中献 摄

‘四议两公开’实现了大事小情让群众说了算，
既保障群众集体权益，又满足群众个性需求；既落实群
众对重大事情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又为
群众提供各种服务。”

刚刚过去的 2018年，是黑虎庙小学建校 60年来
发生变化最大的一年。政府筹资加上社会捐助，总共有
300多万元用于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如今已基本赶上了
城里公立学校的硬件设施标准。”

我们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打算建一个大型田园
综合体，景观有桃花、油菜花、荷花，农产品有无土栽培蔬
菜、有机小米等，还打造了高端民宿，建成运营后能安置
200名群众就业。”

发扬‘河南塞罕坝’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届接着一届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确保生态建设收到实
效，让申甘林带、黄河故道的树更绿、林更茂、景更美，生态
更好！”

当时是真苦真累。但为了小秦岭更美丽，再苦再
累我也愿意。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尽心尽力做好。我要
做好新春‘第一巡’，让小秦岭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得更加
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