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刘俊强

明媚的四月，走进地处太行深山区的
林州，花儿吐艳、柳枝婀娜，碧水传情、山峦
叠翠，处处芳菲浸染，这里的乡村正在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得益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林州
86%都是山地和坡地，多数村庄依山就势
兴建。昔日人们眼中的“穷乡僻壤”，如
今换了模样。

近年来，林州发扬红旗渠精神，以党建
为引领，依托乡村的自然环境、乡土文化、
农耕特质、民俗特色和地域特点，高标准设
计，高质量建设，规划启动乡村振兴示范工
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让美好生活“成色”更足，林州乡村振
兴风正劲。

夯实党建
给乡村发展装上火车头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关键看“头羊”。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心
骨，只有我们当好排头兵，作出表率，形成
辐射带动作用，才能更好地把红旗渠精神
传承下去，为乡村振兴凝聚力量。”林州市
姚村镇西丰村党总支书记郭红拴信心满满
地说。

西丰村原来并非是这个名。据《西丰
村志》记载，这里原名“西荒村”，因村子建
在荒坡上而得名。20世纪 70年代改名为

“西丰村”，寓意为丰满、丰收、丰富。
西丰村是人口大村，有 5200 余人，如

何让百姓富起来？该村党总支挑重担、解
难题，让集体经济强起来。这些年，村里先
后兴办了20多家企业，壮大了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变强了，村里开始建广场、修
村道，改变村容村貌。有 50多年党龄的郭
太林回忆说：“原来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道
路，村民拉一车煤都进不了村。”如今，百姓
走在十几米宽的村道上，道路两旁挺拔的
树木，把村庄映衬得格外秀丽。村民们纷
纷夸赞：“路上画着斑马线，感觉跟进了城
似的。”

乡村巨变，离不开“领头雁”。今年 54
岁的郭红拴在村支书这个岗位上，一干就
是 25年。这么多年来，郭红拴认准一个理
儿：“作为党员，就要做榜样；当干部，就要
做模范。只有发展了，让老百姓得到了实

惠，当干部的说话才有人听，群众才打心眼
里拥护你，才会说共产党好！”

在西丰村党群服务中心两委议事室，
墙上悬挂着几十个荣誉牌匾，最显眼的是
中共河南省委颁发的“思想政治工作先进
单位”铜匾。为弘扬先进树榜样，该村在街
道显眼处设有光荣榜，此外，该村还在网上
开办《西丰文苑》，传递正能量。眼下，西丰
村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让村民
们全都参与到村里大小事儿中来。

西丰村广场格外热闹，一段自编自演
的快板表演赢得群众阵阵喝彩。一位郭姓
村民说，乡村好不好，不光看农民口袋里票
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的精神风貌。

如今的西丰村，成了幸福村。村里用
上了天然气、自来水，16条道路全部硬化，
装上了路灯。建立了村级公益基金，已接
受捐款260多万元。

走特色路
用产业撬动乡村振兴

林州市茶店镇翟二井村留林科普生态
园内，蜿蜒的小路用鹅卵石铺就，种有红
梅、绿梅、美人梅、榆叶梅，还有个像十几个
篮球场那么大的湖。此地原来是个荒沟，

时下种植果树，还有盆栽荷花。
“让父老乡亲不出村就能把钱赚，我就心

满意足了。”翟二井村党支部书记王留根说。
翟二井村有5个自然村，祖祖辈辈靠在

薄田上种植谷子、玉米、红薯等为生，不少
人外出打工。

王留根从山西返乡，流转土地 500 余
亩，组建了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
特色种植，打造集旅游观光、生态采摘、餐
饮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园，以产业引领乡村
振兴。

近年，新品软籽石榴颇为俏销。王留
根抓住时机，兴建石榴园，向村民们免费提
供树苗，并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今年，俺村要打造红水晶软籽石榴产
业基地，生态园种了 20亩，村合作社种了
160亩。”生态园的管理人员张莫锁介绍。

不仅在发展种植业上下功夫，该村还对
特有资源进行深耕。西沟村是翟二井村的
自然村，三面环山，景色秀美，20余座古民居
错落有致。这里有保存完整的绣楼、牌坊、
书院、马房等古建筑，但深藏大山人未知。

“从 2017 年开始，我们先后对这里的
60多座明清房屋进行修缮。完工后，我们
将把农耕体验、民俗展示、生态旅游等印着
传统村落符号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吸引游
客前来观光。”翟二井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大

伟告诉记者。
如今的翟二井村，处处皆风景：村内房

屋古朴、道路平整、古树成荫；村外林果满
山，宛若一幅清新写意的田园画。

记住乡愁
挖掘乡村人文资源

驱车从林州市区前往黄华镇止方村，
驶进渠东路，游客们会情不自禁摇下车窗，
呼吸一下这里的清新空气。目之所及，皆
是郁郁葱葱的花木。

黄华镇相关负责人李向军介绍：“路东
有音乐喷泉，路西是园林美景，这里西靠太
行山，紧邻红旗渠，南有中华古板栗园，北
面还有百果园，自然风光得天独厚，可能人
们都难以想到，这里原来是林州市最破最
穷的地方。”

说起从前的破和穷，该村老支书李建生
说：“那时，村里土坯房破旧不堪，连条像样
的路都没有，全是小推车碾出来的土路，别
说跑汽车了，就连自行车都没法骑。”

得益于乡村振兴工程的实施，一条平
坦大路从村边通过。这座“活着的古村”渐
渐地让人们意识到它的价值。

政府拨款扶持，村里铺就了石板路，房
屋外墙贴上仿古砖，修旧如旧。屋内有宽
敞的卫生间、水冲式坐便器。

李建生说：“屋内现代化，屋外乡土
气。俺们这里保留传统村落样貌，就是为
了让游客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林州风情。”

乡村振兴的实施让林州的乡村从内到
外都透着美，成为村民记得住乡愁、城里人
来了不想走的美好家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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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钢开国内炼钢先河
电炉、转炉同时“一罐到底”

林州让美好生活“成色”更足

4 月 14 日，河南省千村健身气
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滑
县实验学校举行，3000名参演师生
与滑县健身气功爱好者进行了健身
集体操、八式太极拳、健身气功·八段
锦和养生功·十二字诀等表演，场面
震撼，气势恢宏，展示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无穷魅力。

据了解，河南省千村健身气功交
流展示系列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健
身气功管理中心组织开展的一项品
牌活动。

图为学生进行集体操表演。9
毕兴世 摄

硬汉子也能干好“绣花”活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4 月 15日，记者应内黄县田氏镇汤西
村驻村第一书记秦启周的邀请，到该村走
访。秦启周 2006 年退伍后进入安阳市公
安局工作，成为一名公安干警。2017 年
11 月，他被派到汤西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从那时起，这个经受过军营锻炼警营
磨炼的硬汉子，在村里干起了“绣花”的细
活儿。

贫困户李章和的家就在村口。他今年
72岁，独生子患病没有劳动能力，家里一度
贫困不堪。前不久，在秦启周的帮助下，李
章和顺利申请到 5 万元贷款，购买了 4 头
牛。“现在俺家一共 6头牛，如果喂养顺利，
今年就能脱贫。”李章和说。

驻村以后，秦启周走村串户，了解村民
的困难和需求，还新识别了4户 9人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让更多贫困的村民享受到党
的扶贫政策。

在全村安装自来水装置时，贫困户李
法成因交不起改造费，就一直使用自家的
水井。细心的秦启周，在走访时发现他家
没装水管，就想方设法，帮他家安上了自来
水管道。当拧开水龙头，涓涓清水流出时，
李法成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接着往村里走，突然听到一阵“嘎嘎
嘎”的叫声，原来路旁有一家养鹅场。“80
后”老板李海雨是本地人，之前一直在外打
工，去年年初，秦启周邀请他回村养鹅。“俺
是党员，秦书记一直鼓励俺，让俺发挥模范
作用，还帮俺协调办场事宜。”李海雨介绍，

目前养鹅场占地十几亩，饲养了 1500多只
鹅，产品以肉鹅和鹅蛋为主，去年盈利10万
元，今年他打算扩大规模，还要再多雇用几
位贫困人员。

“我驻村以来，根据汤西村的实际，提
出大力发展养殖业和加工业，充分发挥产
业扶贫的‘造血’功能和‘管长远’作用。”秦
启周说，依托本村蛋鸡养殖场成立的养殖
合作社，已带动全村近 20户村民从事鸡、
鹅、猪的养殖。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个偏僻的小村里
还有一个毛绒玩具加工车间。这是秦启周
通过招商引来的项目。生产车间里，工人
们有裁剪的、有绣花的，有缝纫的、有填充
的，还有打包的。据车间负责人介绍，这里
专接出口订单，目前产品通过海运、空运销

往印度、俄罗斯、韩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
“以后我们会依托毛绒玩具加工车间，

让更多的贫困户和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秦启周说。这个部队出身的硬汉子，不仅
给汤西村办了不少大事，还成了村民的贴
心人。群众有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
他。“秦书记，家门口的路灯坏了。”“村北地
里的生产路能不能修一修？”“我们在外打
工的工程款如何要回来？”……秦启周将村
民们遇到的问题记在心里，一件一件地解
决。

“农村工作细致琐碎，我就以军人那种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一件一件地去想
办法，去解决问题。”秦启周说，要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党的政策带
来的阳光和雨露。9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4月 17日，记者从安
钢集团获悉：国内炼钢首创的电炉、转炉同时兑入铁水进
行“一罐到底”工程项目，近期投用以来，设备运行平稳可
靠，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显著。

经初步测算，此工程项目投用后，平均铁水入炉温度
提高了大约 50摄氏度，钢铁料消耗可降低 10千克/吨，每
年可降低炼钢成本 1700余万元。另外，随着入炉铁水温
度的升高，因出钢温度低造成的断浇事故大幅度减少，粘
枪现象明显减少，生产组织更加顺行，吹炼过程更加平稳。

这一工程是安钢实施环保升级、降低生产成本、优化
炼钢工艺的重点工程。在工艺设计上，因为铁水包与铁
水罐结构、大小不一样，不能实际模拟，建设者们只有通
过精确计算，保证转炉使用大罐的要求；为确保电炉兑铁
炼钢，要与电炉大罐折铁工艺对接，同时还必须满足国家
环保要求。

经过工程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2018年 11月 21日，安
钢转炉“一罐到底”工程项目率先热试成功，实现了转炉全流
程“一罐到底”生产。随着2019年 3月27日电炉成功开炉，
安钢最终实现了电炉、转炉同时“一罐到底”生产。9

安阳搭建好四个平台

用“学习强国”为思想充电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王红豪）“‘学

习强国’，太有看头了，你下载了没？”“你积了多少分了？”“你
看慕课没？内容特别好！”……在安阳市，类似的话语成了熟
人见面时的问候语。目前，上强国、学时政、看视频、晒积
分、比学习成了该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新风尚。

安阳市在营造“崇尚学习、加强学习”氛围方面，努力
打造好四个平台。

用好基层党校平台。在学习平台推广运用上，安阳市
各基层党校积极作为，动员有条件的党员下载安装“学习
强国”APP，让大家第一时间掌握世情、国情、党情，增进理
论修养、提高思想觉悟。

用好手机微信平台。安阳市提出了“党员在哪里，‘学
习强国’到哪里”，使“学习强国”和微信建立了联系。刘侠
是北关区红旗路街道办事处自由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发现

“学习强国”交流群比微信工作群还要好用。于是，她还建
立了“学习强国”工作群。

用好基层党组织平台。安阳市把参加“学习强国”平台
学习活动与“两学一做”、“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等结合
起来，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引导广大群众上线学习。

用好供稿系统平台。安阳创新工作方法，举办“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供稿系统培训会，收到良好效果。内黄县
组织了“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发布到平台后，在全县
微信上转发率很高，提升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知名度。

目前，安阳市从城市到农村，多级强势宣传态势已经
形成，学习氛围日益浓厚。不少党员群众纷纷表示，“学习
强国”能给思想充电，为精神加油，让大家一起追梦。9

安阳打造全民健身太极城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何志文）4月

17日，在安阳市两馆广场上，一位太极拳教练正在认真、细
致地做着示范动作，把每一个动作都进行分解并详细讲
解。在她身后，20多位学员也练得一丝不苟，既反复体会
动作要领，又倾心感悟太极精神的内涵。这是安阳众多市
民习练太极拳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安阳市共有100余处太极拳健身站点，有3
万余名太极拳爱好者。每当清晨和傍晚，文化广场、城市
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到处可以见到太极拳习练者的身
影，俨然构成古都安阳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据了解，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助推健康安阳建设，安阳市以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为途径，以职能融合、资源
整合、力量聚合为手段，以“传承民族魂、共筑中国梦”为主
题，开展“全民健身、健康安阳”广场万人免费学太极拳活
动。太极拳教练走进农村、社区、机关、学校和企业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开展“全民健身练太极、党员干部做表率”市
直机关党员干部太极拳培训活动，倾力打造全民健身太极
城，提升安阳历史文化名城软实力。

太极拳运动在安阳广泛开展，深受市民欢迎，社会各
界人士纷纷报名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刀等各类太极
文化，在安阳已经形成了全民健身练太极、共建健康文明
城的热潮。“我和老伴通过习练太极拳，获得了健康和快
乐，节省了医疗开支，提高了体质健康水平，我们会坚持练
下去。”太极拳爱好者刘女士表示。9

众筹认果树 合力助增收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桃红梨白春光无限，
观光游人纷至沓来。4月 17日，汤阴县五陵镇腾飞家庭农
场里游人如织，“我家果园在五陵·果树认养”吸引了来自
县域内外的不少企业、个人踊跃参加。

在腾飞家庭农场、鹏宇家庭农场、爱宕梨园等，一辆辆
公交车穿梭其间来回“摆渡”，将赏花和认领果树的游人运
来。在鹏宇家庭农场的认养现场，记者看到，果树认养台
前挤满了人。“认养桃树，不仅能采摘、品尝到新鲜的桃子，
节假日还能到桃园里游玩，最重要的是能让家人感受田园
气息，体验天然氧吧，让孩子亲近大自然，感受郊游乐趣，
享受劳动果实。”在果树认养现场，小朋友周佳宝的妈妈开
心地说。

五陵镇是豫北地区传统的林果之乡，实现乡村林果化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五陵镇以转变传统农业结构、提
高农民收入为突破点，着力在提质增资上做文章，依托特色
林果产业，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崛起、生态富民的新路子。

“我们镇党委、政府以此次果树认养活动为契机，进一
步助果农增收致富，过上花一样美好、果一样甜蜜的幸福
生活。”五陵镇党委书记牛文斌表示。

据了解，果树认养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9

传统文化进校园
健身气功展风采

林州乡村更美丽 王小彤 摄

留林科普生态园一景 王小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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