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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支
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三年前庙荒村有多穷？安阳市扶贫办
驻村第一书记陈军记忆犹新。当时，村里无
集体资产和集体收入，无文体广场、老年活
动中心，无学校、幼儿园、超市、小卖部……

他曾和每 20天来一次的三轮车流动
超市的商贩商量能否“每周来一次，方便村
民生活用品采购”，商贩竟说每周来一次不
划算。

贫困户刘祥伏一家三口不知酱油和醋
是啥味道，听到老人哭诉“这日子怎么过”
时，陈军流泪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建
强党组织，培育富民产业，建设一支永远不
走的工作队。

首先从班长抓起，村支部书记郁林英
是位女同志，性子泼辣又能吃苦，但因长期
没有机遇条件，工作闯劲不足。陈军几乎
每天都找她沟通长谈，手把手教她如何团
结班子成员、统筹各项工作。渐渐地，女支
书的激情和干劲被调动起来。去年村里换
届选举，两委成员由原来的 3 人增加到 5
人，年龄结构合理，工作激情高涨。

齐心协力好干事。短短三年时间，水泥
路修到每家每户门口，村里安装了120多盏
太阳能路灯，照亮了道路也照亮了人心；灌
溉水渠、饮水池、户用天然气应装尽装。

今年春节前，郁林英说：“大家没白没
黑工作了一年，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感
谢大家，我把我自己的 3万多元补贴分给
你们，一分不留。”其他干部说啥也不答应，
大家表示干好工作是本分。

望着这些朝夕相处的伙伴儿，陈军既
感动又欣慰。

致富必须依靠产业

陈军刚来时，村委会一穷二白，欠债
20 多万元。郁林英回忆说，当时最怕过
年，年底干部工资发放都是问题。

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发展产业，
既要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更要有钱办事。
钱从哪里来？仅靠第一书记专项资金远远
不够，陈军一度头疼不已。

2015年，林州市提出“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和光伏扶贫”思路，陈军马上找到扶贫和
电力部门沟通争取，在庙荒村建成林州第一
家120千瓦村级光伏发电站，日发电量320
度，村集体当年一下子有了 10万元收入。
随后，成立种植合作社，流转土地264亩，试
种苗木 80亩，每亩净效益 1000元以上；建
设“创客基地”，平均每年可增收15万元。

这里背靠太行山，红旗渠水穿村而过，
发展乡村旅游，打造特色民宿村肯定行。
说干就干，他们招商引来北京地产公司，

“太行观霖乡村生态旅游”项目落户庙荒；
请来专业团队，对村里进行整体规划、建
设、整治和提升；成立幸福庙荒旅游发展公
司，在村里发展农家乐。

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2018
年突破 40万元。当年，全村 22户贫困户
全部都有3项以上稳定产业收入。

有钱好办事，重阳节春节慰问、村里举
办春晚有经费来源了，遭遇天灾人祸的家
庭，村集体有资金救济救助了，更重要的

是，村两委讲话群众听了，讲理群众信了，
处理事务群众服了。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沿渠边往村里走，竹林、篱笆、石板房，
古朴苍翠，沿途分布着尚德小院、自强小
院、和谐小院、幸福小院等农家乐，如同太
行山下穿起的珍珠。走进一家名为“红家
乐”的农家院，保留乡村特色的木质地板、
饭桌、碗架子、门帘子，阳光从红砖房的落
地窗洒向屋内，一片明亮……

“红家乐”的主人是70多岁的老党员刘
明生。去年，村里提出搞农家乐，质疑声此起
彼伏。老刘第一个站出来：“我是党员，我带
头！”他将自己唯一的房屋改造为农家乐，去
年5月开始营业，当年就赚了四五万元。

有了老刘这个榜样，很快，全村就陆续
有13户村民开办农家乐，幸福庙荒特色民
宿村已现雏形。

他们趁热打铁，先后修建旅游停车场、
旅游公厕、入村游园、观光步道。去年 10
月，全省乡村振兴工作现场会在庙荒村召
开，同年庙荒村被评为“国家 2A级旅游景
区”“河南省最美乡村”。

“我一直在跟群众讲，幸福要靠双手靠
奋斗去创造，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庙荒人的
历史要靠我们自己来谱写！”陈军感触颇深。

今年，三个自然村又被黄华镇统一纳
入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规划，投入巨资扩
大和优化周边村生态旅游景点。

奔着乡村振兴的大目标，庙荒村再度
出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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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3 月 12 日，太行山下

渠东路西侧，林州市黄华

镇庙荒村，融于绿树成荫

的春色中。村委会对面的

红砖房上刻有“幸福庙荒”

四个大字。庙荒中心广

场，户外健身器械一应俱

全，几位老人坐在一棵千

年皂荚树下唠家常，几个

孩童在玩耍，嬉闹声、说笑

声久久回荡。

“外村都夸俺村好，我

们可幸福！”然而就在三年

前，“幸福”与庙荒村“八竿

子打不着”。这个盘踞在

太行山下的贫困村，就如

它的名字一样“荒”，村民

走泥路、吃水窖，300多亩

耕地靠天收……

庙荒村关键词从“荒

芜”变成“幸福”，靠的是

啥？

庙荒村的“幸福”秘诀

“邶风”故里吹新风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李晓伟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千古爱
情名句出自《诗经·国风·邶风》。3月 16
日，记者来到《邶风》的发祥、传唱地——
汤阴县瓦岗乡，探访这个“爱情圣地”。

笔直的水泥路一通到底，徽派建筑
邶风门古色古香，村庄被树木环绕，绿意
葱茏中的瓦岗乡瓦岗村玲珑精致，恰逢
周末，前来走亲访友的村民络绎不绝。

“过去村里都是土路，碰到雨雪天，衣
服鞋子上都沾上娘家的‘光’。”村民李伟
早年嫁到外地，今年春节回娘家，对家乡
变化感触颇深。村里全是水泥路，路边栽
有各种绿色植物，家里电器网络天然气一
应俱全。“如果不是俺哥来接，还有村口牌
坊‘千年爱情圣地诗经邶风故里’‘瓦岗欢
迎您’提醒，我还以为走错地方了。”她笑
称，家乡真和城里没啥区别。

村里主要街道两侧墙面上都绘有彩
色墙体画，一幅画就是一个小故事，内容
通俗易懂，激励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向上
向善。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为保持街
道卫生，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垃圾池，

平时有专职保洁员按时统一清运。
不 光 有“ 面 子 ”，瓦 岗 村 还 有“ 里

子”。过去村里没有增收致富渠道，年轻
人想挣钱都得往外跑。现在村里有一家
箱包厂和一家内衣加工厂，集镇上超市
和各类门店一应俱全。“安阳机场就在我
们乡里，听说今年就要正式开工建设，这
可是个大商机。”李伟说，她和家人商量
好了，今年下半年，她就准备回乡务工。

据了解，去年以来，瓦岗乡共整治10
条县乡道路50.9公里，实现路宅分家、路
田分家。全力实施乡村土地复耕项目

“三块地”改革，完成复垦 175.64亩。大
力改善人居环境，目前已有6个村、1485
户农户厕所改造完毕；投资 260多万元，
全面实施乡村清洁整治工程和垃圾治
理，全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村容美了，村民富了，人心齐了。
眼瞅着机场在咱村落地了，‘邶风’故里
要再加把劲儿，乘着乡村振兴东风展翅
翱翔。”副乡长魏恒昌介绍，今年他们规
划总投资 1800万元，统筹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大力推进村容村貌整治、美丽庭院
改造、门前塘景观治理工程等，打造一条
徽派风格的集镇商贸街。7

环保“铁人”郝建尤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你的情况我会如实上报，请回吧。”
春季到来，安阳大气污染扩散条件逐步
向好。3月 19日，一家印染企业托熟人
找市环保局污染防治科科长郝建尤“求
情”，希望简化环保审批程序，没承想踢
到了“铁板”，被当场拒绝。

“不符合政策找谁都没用。”郝建尤
斩钉截铁地说。在环保一线奋战了 22
年，他早把自己打造成了个“铁人”。

2015年 12月，安阳市遭遇重污染传
输，全市首次启动红色预警应急响应。
发布预警、指挥调度、晨查夜查，郝建尤
和同事“连轴转”。一天下午，他的双腿
突然失去知觉，被同事送进医院。经检
查，是因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
经所致，第二天他便上了手术台。

其实在一个月前，医生就再三叮嘱
他卧床休息，但他硬是忍着疼痛坚持工
作。出院后，郝建尤把卧室当成了“办公
室”。领导同事来探望，他三句话不离工
作。省里开会，为了掌握最新精神，他让
同事送来资料。一个多月后，刚能下地，
他就腰上箍着“钢板”重回岗位。

“铁人”郝建尤带给环保工作的是
“硬”实效。

2017 年，安阳市环保工作压力倍
增，迎接环保督察、清理“污染围城”、
取缔“散乱污”企业、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郝建尤戴着护腰、顶着腰垫，几乎
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甚至连续几天吃住
在环保局。他先后组织完成拆除小燃煤
锅炉（茶炉）647台；淘汰黄标车、老旧车
29789辆；解决“污染围城”问题3093处；
督促完成 2家火电厂、305台工业窑炉、
62家砖瓦窑、25家水泥厂提标治理，149
家企业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任务。

在科学、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郝建尤
还参与起草了《安阳市打好打赢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实施意见》等 320余个文件，
确定了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重污染天气
应急管控清单，明确了 14个行业治污技
术要求和管理规范，组织各县（市）区企业
逐个对标核查，对不符合环保规范、排污
不达标的企业实施停产整治，有力地推动
了全市工业污染治理水平提标升级。

“抬头能看见蓝天，我觉得再苦再累
都是值得的。”于郝建尤而言，蓝天梦前，
脚步不止。7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3月 16日，安阳市北关区印染
示范园内，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该项目总投资 23亿元，项目建
成后，安阳市现有 15家印染企业都将搬迁入园。届时，该园区可
年产 8万吨高档面料，年产值 32亿元，年税收 1.2亿元，将大力推
动该市针织面料产业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安阳市第一季度 86个重大项目也于近日集中开
工。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具有体量大、涵盖广、质量高的特点，主
要集中在产业转型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民生等领域，项目
总投资 431.6亿元，超亿元的有 71个，11个项目被确定为省重点
项目。投资额最大的是安西联络线及物流园项目，将建设全长
21.054公里的2级铁路线，总面积7.3万平方米的仓库、配送中心、
堆场等，占地3200余亩的现代化智能化物流园。

为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安阳市将继续推行重点项
目观摩活动、重大项目推进会、现场会、领导分包联系重点项目等
制度，为加快项目建设提供坚强保障。7

安阳市与中原银行
签订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3月 14日，安阳市与中原银
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未来三年，中原银行将提供不低
于 150亿元的综合授信，在城市基础建设、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
业发展、文化旅游提质、乡村振兴战略等领域，与安阳市开展更深
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当前，安阳进入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期、集聚优质资源的窗口
期、需要金融机构大力支持的关键期。中原银行是“金融豫军”的
主力军。近几年，双方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推进、重点
企业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深度合作，取得明显成效。

此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是中原银行与安阳市人民政府开
展长期、稳定合作的基石，又是中原银行不忘初心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的具体实践。安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将加大力度规范金
融秩序，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全力支持中原银行在安阳发展。

据了解，安阳市政府与中原银行曾于2015年签署第一轮战略
合作协议，三年累计投放贷款301.7亿元，超额完成协议约定。7

安阳市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86个项目总投资逾431亿元

安阳加快推进“公转铁”
到2020年全市铁路货运总量实现4137万吨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3月 15日，安阳万庄公铁物流
园里南部的空地上，工人们正在加紧建设站台墙。据了解，这里将
建成一条全长10.7公里的铁路专用线，接轨汤阴东站，预计投资4
亿元，今年年底竣工。这是安阳市加快推进“公转铁”工作的一个
侧影。前不久，安阳市出台《安阳市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工
作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市铁路货运总量实现4137万吨，
到2023年，实现7946万吨。

据了解，为调整优化全市运输结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安
阳市强力推进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着力扩大铁路通道运能供
给，提高铁路专用线通达程度，不断完善综合运输网络，提升多式
联运发展水平，加快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把推进“公转铁”
工作与全市钢铁、焦化整合进行有效衔接，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输成本。

“到2020年，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
和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将达80%以上；拥有铁路专
用线的大型工矿企业和新建物流园区，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铁路
占比达80%以上。”安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7

永兴特钢

新技术为环保助力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3月 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
悉，全省首台采用国际领先技术的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
机组在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特钢）平稳
运行，实现各项环保指标均大幅低于国家标准。

3月 18日，在永兴特钢脱硫脱硝控制中心，宽大的电子屏幕
上，脱硫脱硝工艺流程一目了然。屏幕正中间实时显示烧结机烟
气出口在线监测数据：二氧化硫实时排放为 5.5mg/m2，低于国家
标准97%；氮氧化物38mg/m2，低于国家标准87%；烟尘8.2mg/m2，
低于国家标准80%。公司董事长李增伟介绍，SCR工艺脱硝过程
是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利用氨作为还原剂，使其与烟气中的氮氧化
物反应，生成完全无害的氮和水，其氮氧化物脱除效率可达 90%
以上，与其他工艺相比，最大优点在于脱硝后不会出现废弃物，能
够最大限度减少污染。

“可以说，这是目前全省正在投运的、指标最好的脱硫脱硝技
术。”李增伟表示，他们将继续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持续推进节能
环保，为安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助力。7

内黄农家女

入选全国“最美志愿者”

本报讯（通讯员 刘超）近日，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
合开展的 2018年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活动名单
在中国文明网公布，内黄县农家女李翠利获得全国“100个最美志
愿者”称号。

今年39岁的李翠利，是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一位普通农家妇
女。2005年，她在村里开办了第一家农家超市。由于经常与乡亲
们接触，渐渐地，她发现大伙儿物质生活逐渐富足，但精神生活相
对贫乏。2008年，她开始尝试把自己收藏的200余本书籍放在超
市的货架上，供乡亲们免费借阅。2011年，她又自费购书 500余
册，创办“微光书苑”，向乡邻、过客免费开放。乡亲们的读书热情
逐步高涨，为募集到更多的书籍，李翠利除自己购买书籍外，还骑
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集旧书，跑进县城的大小单位请求捐赠图书，
在网上发出求助信息募集图书。2017年，在她的倡议下，内黄县
文明办在内黄公园开办了一家共享书屋，每天来这里借书、读书的
市民络绎不绝。

目前，李翠利的“微光书苑”已有藏书 10万余册，发展整合零
门槛借阅合作店 20余家，分布在超市、诊所、幼儿园、看守所等场
所，每年组织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30余场，累计服务借阅30余
万人次。7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关
爱特殊群体一直是全社会共
同的责任。近日，安阳县人
民法院组织 20 余名女干警
来到安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为学生们送去一份特殊的礼
物——普法教育课堂，护航
聋哑孩子健康成长。学校手
语老师对整堂法治课同步进
行了翻译。7

（文/图 黄宪伟 田玲玲）

聚精会神聆听普法讲座 互动交流答疑解惑

我能“听”见你的爱

庙荒村内，红
旗渠水穿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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