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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代表委员履职记

返乡创业正当时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2月 11日，记者见到全国人大代
表、省作协副主席、南阳市文联主席廖
华歌时，她正在一丝不苟地起草建议
文稿，为参加今年的全国两会做准备。

她翻阅着手中的文稿说：“我今年
的建议，依旧围绕乡村与文化。但与
往年不同的是，我建议各级政府应重
视调动民间力量投入到新农村文化建
设中，为建设文化强国作贡献。”

履职 7年来，从关注“农村书屋”
“全民阅读”，到聚焦“文化扶贫”，再到
如今提出“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
文化建设”，廖华歌始终将提升全民文
化素质特别是农村人口、贫困地区人
口的文化素质，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
职责与担当。

“一个地区的贫困，表面上看属于经
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往往有着很深的
文化根源。”正是出于这种理念，早在
2013年，廖华歌就提出，加大“农村书

屋”建设力度，培养农民读书的好习惯。
2014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廖华歌欢欣鼓舞。
之后，“全民阅读”成为廖华歌年年关
注、建言的焦点之一。2017年，“全民
阅读”第四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从“倡导”
到“大力推动”，报告表述的变化让廖
华歌倍感欣慰与振奋：“这表明国家对
这项工作的重视力度在加大，全民阅
读正日益深入人心。”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除了继续
为全民阅读、为贫困地区群众阅读建
言献策外，廖华歌对文化扶贫做出了
自己的阐释。

2018年下半年，廖华歌在偏远深
山区调研时发现，目前农村书屋已达
到一定的覆盖率，但利用率却不容乐
观，尤其是一些村组之间路途远、交通
不便，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书籍。
但她欣喜地发现，一些归乡的退休干
部，或者在外成功人士自掏腰包配备

图书、电脑等，让自己村组的村民就近
阅读，甚至通过远程视频了解外面精
彩的世界。廖华歌激动地说：“乡村

‘剩余时光’也是生产力，这也是新农
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不能忽视。”

采访结束时，廖华歌说，作为一名
文艺工作者，自感责任在肩，只有两脚
泥土沉下去，才能真正写出有价值、有
分量的建议，真正做到履职尽责、一心
为民。③6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过了个年，安阳古城的仓巷街一
下子火了。

“古城越来越有味。”今年春节期
间，安阳人交流最多的话题之一是
仓巷街；打开微信朋友圈、抖音，市民
拍摄的照片、视频也在持续刷屏。

仓巷街位于安阳市老城区，2月
10 日，大年初六上午，记者踏雪前
来，尽管空中还飘着雪花，但未至街
口，已见人潮涌动。“前几天人更多，
每天客流量过万。”一位在仓巷街做
生意的商户说。

刻有“仓巷街”大字的石碑矗立
在街口，两旁建筑皆为青砖灰瓦，屋
檐下挂满大红灯笼，在白雪映衬下格
外好看。仓巷街现有 57个院落，大
部分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建筑。因
其位于原来的县衙粮仓门口，故得名
仓门口街。新中国成立后，粮仓渐
废，更名为仓巷街。

仓巷街上最具特色的是 3号、5

号、6号院，这几座院落经修复后分
别作为安阳市博物馆分馆、古城变迁
展厅、民俗展馆，已于春节前对群众
免费开放。

越往里走，年味儿越浓。糖人
儿、泥咕咕等民俗文化商品琳琅满
目，不少小吃令人垂涎欲滴，如全盛
郑家粉皮、内黄筲灌肠、张存有烧
鸡、吕村饸饹面……几乎每个摊位
前都挤满了人，好不热闹。

安阳老城是明清府城的代表。
安阳市委、市政府于近年启动老城
改造复兴工作。2018年，仓巷街被
确定为河南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
同年 10月 19日，《安阳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草案）》公示，仓巷街、西
大街、城隍庙—高阁寺三大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通过评审。经过一
个多月的改造和修复，仓巷街街区
提质改造一期工程基本完成。

据了解，仓巷街的戏剧演出、民
族服饰表演、传统武术表演、战鼓表
演、猜灯谜等群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
续到元宵节。③8

“网红”新街迎客忙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本报通讯员 赵兰奇 刘士良

2 月 4 日晚，除夕，在社旗县大冯
营镇周庄村，七个“姐妹”围坐在一张
刺绣桌子旁，为“女子工坊”的进一步
发展召开了一场“经济工作会”。

周庄村“女子工坊”成立于 2015
年，不过几年光景，已经从原来的 8人
发展到 106 人，其中贫困人员 23 名。

工坊的7名负责人都是女同志，经营上
她们有商有量、齐心协力。工坊生产
的纯手工香包远销北京、上海等地，还
出口到韩国，“女子工坊”被省妇联评
为“巧媳妇创业基地”。

晚上8时，会议正式开始。“今天的
会议只有一个内容，就是研究如何把
咱们纯手工香包的市场进一步打开。”

“女子工坊”经理杜元敏开门见山。
“我的年龄最大，我来个‘抛砖引

玉’。我认为咱做的香包花样单一，12
生肖香包还可以细分出男孩、女孩两种
款式。”七姐妹里的老大姐刘兴荣说。

杜元敏接过话茬儿说：“咱就把龙
凤图案绣在香包上，让消费者更方便
挑选。”

宋海峰说：“我有个想法，能不能
把‘乡村振兴文化引领周庄先行’12个
字绣在 12 个生肖香包上呢？这样一
来，香包就更有时代意义。”

七个姐妹你一言我一语，共为发
展献计献策，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时
分。这时，七姐妹的手机几乎同时响
了起来，原来是大冯营镇党政领导发
来的新年祝福信息。这让七姐妹感到
一阵温暖。

“有党委政府支持，我们还要积极
创新。过完年，我们一定把大家的好
点子落实下来，让周庄香包的香味飘
得更远。”杜元敏说。③5

七姐妹开“经济会”

文化建设富民心

□徐宏星 摄影报道

2月 10日，游客在温县陈家沟景区观赏花灯。新春伊始，该景区迎
春灯会上造型多变、色彩缤纷的各类花灯流光溢彩，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赏灯游玩。⑨3

图① 巨大的莲花造型彩灯吸引游客拍照
图② 无数彩灯搭建起炫丽长廊

璀璨耀新春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高翔

从头到脚沾满了黑色煤灰，咧
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2月 10
日，大年初六，记者在河南能源化
工集团鹤煤九矿见到马永海时，他
拖着疲惫的身躯刚从 800米深的
井下归来，这已是他连续第 10个
春节坚守在井下的工作岗位。

马永海是鹤煤九矿综采队里
的技术能手，自 1997年参加工作
以来，一直负责井下设备的维修。

“受种种因素制约，采煤机在工作
过程中不时会出现故障，这时，维
修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采煤工
作效率的高低。你说老马干的活
儿重不重要？”综采队党支部书记
高志军笑着说。

“过大年谁不想休息？但大家
都回家了，就无法保障设备的持续
正常运转，会影响矿井的生产。好

多工友的老家在外地，咱就住在附
近，过节多上几天班，也好让他们回
去陪陪家人。”马永海告诉记者。

谁家没有妻儿老小？但关键
时候冲在前，在鹤煤九矿早已成为
不成文的规矩。该矿位于鹤壁矿
区北部，井田面积近10平方公里，
2009 年生产能力改扩建至每年
60万吨。得益于这样一支作风优
良、能打胜仗的队伍，鹤煤九矿先
后荣膺全省“五优矿井”“一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矿井”等称号。

马永海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两
个宝贝女儿是他的“心头肉”。虽然
过年不能与家人团聚，但妻子和孩
子的支持给了他坚守岗位的力量。

“抽时间我想回去看看父母，他
们已经70多岁了，住在老家内黄。
最近调休了，我也想多陪陪老婆孩
子，说实话，对她们的亏欠真挺多
的。”说着，马永海哽咽了……③5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任红亮

2月 11日，山上积雪未消。记
者沿着蜿蜒的山路，来到义马市青
龙山护林防火检查站时，韩拴财和
张希盘夫妇像往常一样分工明确，
韩拴财带着铁锹上山了，张希盘留
在卡口检查过往行人。

“春节假期，上山闲转的人多
了，我负责登记进出山的行人，提醒
他们禁止携带烟火。”张希盘说。

今年51岁的张希盘和丈夫韩拴
财6年前来到青龙山检查站当守林
员，这几年，他们都是在山上过的年。

“这儿离不开人，家里的对联都是
托邻居帮忙贴的，这几年都习惯了。”

“年三十看春晚了吗？”
“啥春晚？我们都不看电视。

年三十晚上9点还在巡山，10点发
现山下村子里有一团明火，我们一
边打报告给防火站一边跑下山去救
火，回来已经大年初一凌晨1点多
了。”张希盘说。

记者在检查站看到，三间房屋
内除了护林防火工作所需要的一

些设备和工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
灶台。

“冬天水管冻上了，我们就用三
轮摩托车从附近的村子拉水吃，一
车水，我们能用上一个星期。”张希
盘乐观地说。

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 40
分钟后，见到韩拴财正拿起铁锹清
理路边杂草。“今年入冬以来雨水比
较少，这些杂草稍微遇到一点火星
就会着起来，得清理掉。”韩拴财说。

脚下这些小路，原来都不是路，
韩拴财每天要上下三个来回，走着
走着就变成了路。现在每天巡查下
来，哪里有什么样的石头和树木，他
都一清二楚。

“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我巡山，
她总想让我早点回来，可我每次回
来的时候都到夜里11点多了。她
说我不回来，她睡不着；我说我不走
一遍，心里不踏实。”韩拴财说。

青龙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公益
林，面积有1000多公顷，青山苍翠，
绿水长流。守林员的工作单调寂
寞。“守着这片青山绿水，就感觉责
任重大，一想到责任，苦点累点都不
算啥了。”韩拴财说。③5

创业人成“主心骨”

春节，当万千家庭沉浸在阖家团圆的喜悦中时，有许

多特殊岗位的人，却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

守护的是幸福，奉献的是真情。无论是快递小哥、出

租车司机，还是采矿工人、深山护林员，千千万万的劳动

者，把对“小家”的爱融入“大家”，把对亲人的爱化作对岗

位的爱，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平凡而又重要的岗位上，用责

任和担当诠释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②32

编者按

矿井深处的坚守

夫妻守护青龙山

最美劳动者

素面朝天、快人快语，待人热情、不拘

小节，这是记者对廖华歌的第一印象。

自 201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廖华

歌已经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履职多

年。“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是她的心声，亦是她的承诺。作为行走在

基层、生活在基层、牵挂在基层的文化人，

廖华歌的目光始终凝视着脚下这片深情

的土地。

过去几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廖华歌

的建议总能深入人心，外表看起来极其平

常的廖华歌总能受到各级媒体的追捧，缘

何？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源于廖华歌走

访山乡农家、深入田间地头的调研，她扑

下身去，不带半点架子，从父老乡亲质朴

的话语中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我不会

高谈阔论，我只想说那些实实在在的问

题。”生性秉直的廖华歌说。

“花的娇艳，必须植根于肥沃的土

壤。树的繁茂，必须扎根于深沉的大地。

她的赤子心，始终在乡村。”有作家同行这

样评价廖华歌。③6

记者手记

她把根深深扎入乡土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孟腾飞

2月 10日，大年初六，沁阳市
紫陵镇范村家家户户灯笼高挂，瑞
雪笼罩着整个村庄。

“咱范村现在真好啊！多亏
了村‘两委’班子，尤其是张天良这
个大能人。”“可不是嘛，儿媳妇就
在他的厂子里上班，还不耽误带孩
子。”几个老人你一言我一语。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张天良
走出紫陵、走进义乌，能吃苦、守信
用，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被推举
为沁阳市义乌商会会长。然而，
2010年，他做出了一个令家人和朋
友意想不到的决定：返乡创业！

“回到家乡创业，用多年积累的
经验、资金、人脉创出一番新业，既可
实现人生价值，又可回报家乡父老，
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张天良说。

范村有良好的皮筋加工生产
基础，但是没有较大规模的皮筋生

产加工园区，带动就业的辐射范围
有限。

张天良投资创办了一家皮筋
生产加工厂，带动周边农户 60余
人就业，其中有贫困户 10 余户。
随着皮筋加工厂的壮大，2017 年
他又成立了文佩饰品有限公司。

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解决了，
张天良又动了心思：如何摘掉省级
贫困村的帽子，彻底改变家乡面貌？

2018 年村“两委”换届之际，
张天良主动报名参选，通过公开选
举，当选为范村村委会主任。面对
角色的转变，他积极与村“两委”班
子沟通，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定
制度、立规矩，强意识、重服务。

如今，范村的变化令人欣喜：
率先完成“四好公路”两侧拆迁任
务，在沁阳市人居环境治理工作评
比观摩中位居前列；组建了“范村
志愿者服务团队”，定期开展志愿
服务；多方筹资 13万余元修建了

“范村老年幸福院”，每月为 70岁
以上的老人办一次饺子宴……

“家乡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
要鼓起精气神，大干一场，和乡亲们
共同奔小康。”张天良满怀信心。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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