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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范长坡

6月 2日，阳光明媚，微风习习。叶县仙
台镇南庞庄村的街道上，一面书写着“南庞
庄村巾帼志愿服务队”的红旗迎风飘扬，一
群身穿红马甲的村民正打扫卫生，街道文化
墙上“党群共建 乡村振兴”八个彩色大字分
外醒目。村道干净整洁，老房古色古香，屋
前儿童嬉戏打闹，村子里处处充满着和谐与
美丽。

“一年多以前，村里还是垃圾靠风刮、污
水靠蒸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村民们
苦不堪言。”南庞庄村党支部书记韦锁柱说。

华丽转身的南庞庄村是叶县乡村治理
的一个缩影。“在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过程中，以强有力的党建加强乡村基层自治
组织建设，全县所有行政村成立党群志愿服
务队，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支部
引领、干部带头、群众参与、党群共建，走实
走好群众路线，激发出了蕴藏在群众中无穷
无尽的正能量。”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叶县县委书记古松说。

干部带头
群众变“看客”为“主体”

2017 年，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
程中，南庞庄村争取到了一笔 60万元的项
目资金，准备用来为村子改容易貌。“挖下水
道、修路、绿化、建广场等，经施工队核算，工
程下来至少得120万元。”韦锁柱说。

钱不够就不干了？经商议，村“两委”变
身“施工队”，带领群众参与劳动，把省下的
工钱用在“刀刃”上。

说干就干。原料买来后，村里党员干部
挥锹上阵，包村县领导闻讯加入，包村的县
物价局组织70名机关干部分为两个小分队
轮番作业。群众看到党员们干得热火朝天，
也主动拿起自家工具加入劳动，挖壕沟、和
水泥、接水管……

为了鼓舞士气，参加义务劳动的群众穿
上了红马甲，成了村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留守妇女趁势成立巾帼红装志愿服务队，在

村边垒起大锅台，蒸起了大锅馍，做上了大
锅菜，沏上了大碗茶。

党群关系越来越密切，参与群众越来越
多，施工速度越来越快。

经过近半年的奋战，污水坑变成了文化
广场，荒宅废地变成了草坪绿地，各家庭院
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村庄面貌焕然一新。随
着共建成果逐渐显现，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不断增强，自觉维护人居环境，积极参与村
内事务。

“党群共建模式激发了群众的内生动
力，破解了‘逼着干部干、多数党员看、群众
提意见’怪象，让群众在乡村治理之中由‘看
客’变成‘主体’，推动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取
得新成效。”叶县县委副书记贾肖鹏说。

支部引领
凝心聚力释放动能

“党群共建的本质是走群众路线，关键
是强化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党
员的归属感、忠诚感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对党组织的亲近感，从而发动党员群众积极

参与到村级事务中去。”叶县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田红霞说。

为了建强“战斗堡垒”，叶县先后投入
4000多万元，新建以及改扩建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300多个，既作为村“两委”干部办公和
党员教育培训场所，又是群众事务代办和文
娱休闲的场所，群众与支部的距离越拉越近。

“群众有事来办事，没事来休闲，现在村
部每天都很热闹。”龙泉乡北大营村支部书
记边永胜说，“我们把群众服务好了，村里有
个啥事，群众就积极地帮忙。”

党员带头群众赞，群众跟着党员干。叶
县红装志愿服务队规模不断扩大，村里的留
守老人、妇女等纷纷穿上了“红马甲”；职能
和服务范围也不断拓展，公益劳动、维持治
安、帮助弱势群体……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有红色的身影出现：

——辛店镇常派庄村民利用地理优势，
共种植了2000多亩桃树。为实现桃树种植
品牌化、品质化，志愿队员挨家上门做思想
工作，全村很快形成共识，成立了集体经济
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叶邑镇杜庄村46岁的村民翟如意

打工受了伤，村党支部帮助他建立长毛兔饲
养场，志愿队员轮流帮助他，现在饲养长毛
兔800多只，年纯收入8万多元；

——在人居环境改善进程中，田庄乡尤
潦村100多名志愿队员，用半天时间完成了
近1000米长的道路修缮、清扫……

目前，全县“红马甲”志愿者达 3 万余
人，参与共建义务劳动超过20万人次，在巩
固脱贫攻坚成效、整治人居环境、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治理等方面不断释放动
能，推动各项工作出亮出彩。

党群共建
红装染遍振兴之路

“从干自己的活儿到帮别人干，从听从
分配干到主动找活儿干。每两天扫一次地，
只要大喇叭一通知，群众就带着扫帚出来
了。”叶邑镇段庄村村民段贯文笑着说，现在
村里不仅环境好了，歪风邪气、吵架拌嘴也
都少了。

事实证明，叶县党群共建红装志愿服务
模式为乡村治理找对了路子，实现了“一招
见多效”。如今，叶县脱贫摘帽成功，正努力
通过实施干群共建，发挥红装志愿服务的更
大作用，让“马甲红”成为乡村振兴最亮丽的
底色。

该县抓住志愿服务队员来自本村、熟悉
情况的优势，引导他们照顾老弱病残、鳏寡
孤独等特殊群体，提供洗衣做饭、日间照料
等服务，并帮助帮扶干部做好政策宣传、带
贫致富等工作，弥补帮扶力量不足短板。

如今，“红马甲”像旋风席卷叶县农村，
昆阳大地到处生机盎然。全县 554个行政
村均成立了红装志愿服务队伍，少则十几
人，多则数百人，清扫垃圾、粉刷墙体、洗衣
拆被、道路绿化……越来越多的乡村事务，
成为志愿服务队的“分内”事。

对此，叶县出台了志愿服务队管理办
法，用制度管人管事，培养更多村级事务的

“明白人”、乡风文明的“带头人”、脱贫致富
的“领路人”，对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吸纳进党
组织，培养成村干部或乡镇干部，确保党群
共建模式实现长效发展。9

图片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闫增旗）漫步宋坪村，月季花开得正
艳，仿佛置身于一幅至美田园画卷之中，很难让人把这里
和以前的“垃圾村”联系在一起。“现在花园建起来了，垃
圾也清理完了，村子多干净。”6月 3日，石龙区高庄街道
宋坪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太昌说。

宋坪村位于石龙区西部，共 340户 1572人。去年，
宋坪村开始了人居环境整治。村“两委”筹资 11万元整
修了村道两侧路肩，并拉来既渗水又不起泥的渣土，垫在
各家各户门前，改变了以前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状
况。村内道路顺畅了，收庄稼、运货物也便捷了。

路整好后，全村开始清理垃圾，村民卫生意识也提升
了，开始自觉爱护环境、自觉打扫门前卫生、自觉把生活
垃圾投进垃圾桶。村里居住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在石龙区举行的环境卫生评比活动中，该
村连续三次都是第一名。

此外，该村把村内主要道路沿线作为重点，栽种广玉
兰、大叶女贞 1000多棵，做到村内主要道路全部绿化。
今年，乘着石龙区开展“果树进农家”活动的东风，该村又
协调了1400多棵果树栽种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

“我们要继续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带动村民改变
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同时，积极调动更多力量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把宋坪建设得更美丽。”李太昌说。9

□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珂
本报通讯员 吴小燕 王晓磊

沿着平坦的武尹公路一路向南，一大片
绿色、娇黄色映入眼帘，一块写着“颐心园家
庭农场”的牌子掩映在这片绿海中——这就
是位于尹集镇清凉寺村罗春生的苗木种植
基地。从最初的百余亩地，发展到现在的
500多亩，罗春生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种植大
户。

罗春生带着记者走上一处种满绿化
植物的山岗：“这里就是颐心园起步的地
方。”

40岁的罗春生经历了那个年代所有的
苦难，十多岁就到外地打工，因为生意上的

关系，接触了不少苗木种植大户。
2013年，罗春生回到清凉寺村，路过村

南瞥见了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坡。看到地就
这样一直荒着他感到很可惜，于是他找到村

“两委”，想要流转这处荒坡。
“地里能种出啥名堂？能比你做生意

强？尤其是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听说罗春
生要包下村南的荒坡，亲戚朋友急了眼：那
块地都是黄胶泥，根本不是种东西的地方，
荒草坡多少年了，要包也找块好地。

他们的劝说都没改变罗春生的想法，他
租来机械对这块地进行平整。没水没电没
路是最大的困难，罗春生记得当时吃水需要
到1公里外的村里拉。“后来打了四五口井，
都是渗水，一到旱季还是要去村里拉水。”

罗春生说。
层层困难并没吓倒罗春生，他带着人一

点一点修整荒坡，平整改良一点就种一点。
罗春生知道干这活注定要吃上几年苦头：

“培育一批苗木至少需要两三年。从年头忙
到年尾见不到一分钱。但我始终坚信，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绿化会越来越受
重视，苗木一定会变成‘摇钱树’。”

有了这样的判断和信心，罗春生又继续
流转近百亩土地。直到 2015年，苗木产业
迎来发展的春天，罗春生的事业也有了起
色。

“到 2016年年底，我不仅挣回了本钱，
还净赚了 10多万元。”罗春生说。随后，他
扩大苗木种植基地的规模，共流转土地 500

多亩，建成了颐心园家庭农场，种上了白皮
松、福叶七、紫荆、碧桃等10多个品种，苗木
远销到安徽、山东等省市。种植基地规模的
扩大，产生了更多的用工需求。现在颐心园
每年都需要雇用附近的村民进场务工，尤其
是冬春两季修枝、除芽、春灌等一系列工作，
至少需要雇30个人才能忙得过来。正在地
里忙着的清凉寺村民谷卫就是颐心园家庭
农场雇佣的熟手：“到了季节我就准时到这
干活儿，移栽树木一天下来能挣 200 多块
钱，既挣钱了也照顾家了。”

昔日荒草坡，今朝苗木园。罗春生指着
满目春光说，国家对绿化越来越重视，如果
条件允许他会再次扩大种植面积，把家庭农
场做大做强，带领更多的群众致富。9

昔日荒山坡 如今绿海洋
——记舞钢市尹集镇苗木种植大户罗春生

郏县

干部“减负”发展“加速”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珂 通讯员 梁静）
“以前手机里微信工作群几十个，每天‘滴滴滴’发布通知
信息响个不停，别说工作了，就连看微信回复信息都忙不
过来。现在好了，每周四是‘无会日’，我们能腾出时间办
实事了……”6月 3日，郏县薛店镇使郎庙村支部书记刘
蒙浩直言手机变“轻”了。

今年以来，郏县落实“基层减负年”要求，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运用硬指标、硬措施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为干部“减负松绑”，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为此，该县要求县委常委要做讲政治的表率、学习的
表率、团结的表率、实干的表率、创先的表率、攻坚的表
率、廉洁的表率、良好形象的表率，自上而下真减实改。

同时，郏县设立 2019年联合发文、召开会议同比减
少 30%以上的目标，确定周四为政府无会日，并压缩一
般性会议时间；清理、合并日常监督检查考核事项，简化
考核指标和体系，避免过度留痕和唯“资料”论成绩。

有好钢就要使在刀刃上，该县各级各部门把腾出来
的时间精力用在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在全市率先打
响“双违”整治行动，共整治违占、违建 3702处、129.1万
平方米；县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房管、税务、不动产综合服
务窗口，材料压缩三分之一以上，办理时间缩减为 3至 7
个工作日……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轻装上阵，铆足劲往前
冲，跑出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速度”。9

支部引领 干部带头 群众参与 党群共建

昆阳大地尽染“马甲红”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
强）“到目前为止，王普的公司已经向雄安新区提供了千
头椿、元宝枫等珍稀苗木 5万多棵。每一颗树苗都挂着

‘雄安森林’的二维码，扫一下，树的信息都能显示出来。”
5月27日，鲁山县鲁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建群介绍。

王普今年 74岁高龄，鲁阳街道小贾庄社区人，是河
南亨达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早在20世纪 80年
代初，他就承包了村里100多亩荒地，并采集了一些国家
级濒危珍稀的七叶树、血皮槭等种子，种在自己的承包地
里培育。王普边干边学，很快成了苗木识别、采种、育苗、
修剪、整枝、移栽方面的“土专家”。

经过30多年的努力，如今王普公司的苗木种植面积
已扩大到 500多亩，拥有国家濒危树种七叶树 4000多
棵、鹅耳枥300棵以及珍稀树种千头椿1万多棵、元宝枫
10万多棵，加上其他树种如白皮松、朴树、四照花、血皮
槭等，公司目前已拥有 80多个品种 70万棵大大小小的
苗木。

事业有成的王普特意把王仓、陈安、王山等 10 多
个贫困户安排到公司务工，平常一天工钱 100元，活忙
时更多。他告诉记者，公司从 2017 年秋天开始，三年
来已陆续向雄安新区供应七叶树、朴树等珍稀苗木 5
万多棵。9

鲁山县

珍稀苗木销往雄安新区

石龙区宋坪村

美丽乡村“蝶变”新样本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平顶山市卫东区行知小学举行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时代好少年”十岁成长仪式，让
学生体味父母所付出的辛劳，懂得回报父母，懂得助人为
乐，关爱他人的道理。9 高鸿勋 摄

由柞蚕茧抽出的丝出丝率高、保暖
性好，织成的丝绸光彩感强、质地优良，
做成的蚕丝被透气保暖、柔软贴身。

近年来，鲁山县立足于柞蚕坡资源
丰富、丝绸产业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
多等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柞蚕养殖、丝
绸家纺产业，把小柞蚕做成“大文章”，
并规划建设丝绸家纺产业园，推动丝绸
家纺产业链条纵向延伸、横向配套、集
群式整合、基地化布局。同时，结合全
域旅游开发，与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园的
婚庆小镇、露峰山景区，形成“三点一
线”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带。9

鲁山柞蚕美名传

▲春蚕萌动 茁壮成长
▶鲁山县王庄柞蚕场蚕农正移蚕

师红军 杨向阳 摄

漫画/王伟宾

成长仪式庆“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