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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盛夏的方城，以加速度的发展态势奋勇向
前：七十二潭、七峰山景区游人如织，节假日、周
末日均游客接待量 2万人以上；刚刚投入运营
的百信广场，一排排商铺宽敞明亮，顾客正在悠
闲的选购商品；产业集聚区内，企业“绿色、智
能、技术”提标改造如火如荼，已有瀚瑞特轴承、
欣欣粮油等9家企业荣获科技创新奖励。

2018年，方城县实现生产总值231.1亿元，
增长 7.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25亿元，增长
8.2%；固定资产投资额107.1亿元，增长16.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2.2 亿元，增长 9.6%；
18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增长
8.4%；实现工业增值税 2.56亿元，增长 51.5%；
区域股权市场上市工业企业达 39家。荣获全
市绩效考评“两个高质量”发展综合奖。

早在2016年，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就一再
强调：“基层党建与经济发展无夹角，二者方向
一致、目标一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我
们要强化‘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自觉，‘既合
拍、又合力’的政治自觉，让党建引领成为干部
行动的‘指挥棒’，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全
面小康的‘指路灯’。”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成就大局。眼下，在
方城，高质量党建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互
促共进、相得益彰，奏响了一曲曲催人奋进的
发展之歌。

建强组织固根基

“群众点单，我们服务。”7月 15日，方城县
凤瑞街道新华社区党支部书记史保池说，“志愿
服务、法律咨询、电商培训、邻里调解等应有尽
有，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办理各种事项。

这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方城县围绕发
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探索“基层党建+”
与经济发展、生态建设、民生事业、社会治理、文
化建设、精准扶贫等有机结合，形成以党建为引
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的“开放型”党建服务体
系。围绕提升基层基础水平，2013年以来，持

续实施“百村阵地提升工程”，财政投资 1.2 亿
元，撬动社会投资 1.6亿元，新建村级党群服务
中心 485个，村级阵地建设实现全覆盖。2019
年，县财政再投入 1000万元，在全县创建 125
个党建示范点，进而串点成线、拓线成面，着力
打造六条纵横交错的党建示范带。深入推进城
市基层党建工作，全面建立党建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推行共建共享共融。

2016年以来，该县以“两学一做”“四联两
聚”“四个一”等学习教育为契机，强化服务意
识、深化服务内涵、提升服务功能，聚民心、聚人
气。比如，在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开通无线 wifi
网络，方便党员群众学习生活；设立亲情服务平
台，配备电脑、摄像头、打印机、耳机等，实现了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与在外务工父母、子女的视
频通话和来往证件传输、免费打印，拉近亲情距
离。

为尽可能让群众少跑腿、多办事，该县将所
有行政审批和服务项目全部纳入党群服务大厅
集中办理，建成了县行政审批中心、乡镇（街道）
综合服务中心、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和部分村
（居）民小组服务点“四级”便民服务网络，成为

方便群众问事、说事、办事、评事的“巩固后防”
和“坚强前哨”。2019年以来，全县各级便民服
务平台共为党员群众提供各类咨询 12.6 万人
次，发布招工信息4200余条，代办各类证件、手
续6900多项。

固本强基，方能行稳致远。为持续加大基层
党建保障力度，该县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提高到村
均每年 10万元，按每名群众每年 5—10元的标
准，569个村（社区）探索设立服务群众专项基金
2400余万元并规范运行；发挥全国道德模范火
海救人英雄王锋烈士等英模人物示范引领作用，
连续 5年重推重奖“十佳”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单
位、“十佳”党支部书记、“十佳”党支部和“强基之
星”党支部，年均发放奖金500万元；先后评选了
6批 46名享受副乡科级经济待遇的“标兵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全县基层党组织在“三亮三
评”、“五比五看”评星定格、“新时代五星党组织
争创”等系列活动的“大熔炉”中淬炼升级。

褚清黎介绍，方城县委把抓好党建作为主
业主责，县域发展从党建破题，坚持党建引领、
发展开路、稳定保障、治理完善、全面小康，以绩
效考评和“两个清单”为抓手，以县委书记督查

专号、观摩评比、县委巡察为重点，探索落实“四
层面三述职一报告”制度，定期听取人大、政府、
政协和法检“两院”党组汇报，引领群团组织、

“两新”组织团结在党的周围，做好党管人才工
作，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党对
意识形态、政法等工作的领导，推动基层党建化

“虚”为“实”，为实现党的建设高质量奠定了坚
实的组织保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建设
富强和谐美丽方城的“主心骨”“生力军”。

凝聚思想树形象

方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潘自钦介绍，在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中，方城县坚持将培训放在
首要位置，以县乡两级党校为“主阵地”，县乡村

“三级联动”，坚持通过教育培训来提升村（社
区）“两委”班子成员和全体党员的政策理论水
平、履职尽责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

在培训中，该县注重扩大培训覆盖面。县
级集中培训范围囊括了全县569个村（社区）的

“两委”主职以及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县直单
位负责人等其他相关人员。乡级专题培训范围
涉及本乡全体村（社区）“两委”成员和广大无职
党员。2015年以来，全县累计组织较大规模党
员教育培训 400多场次，县委书记带头为基层
党组织书记上党课 17 次，累计培训村（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和农村无职党员 14.6万人次，
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坚持“九问三对标”，争做“四
说四干四明白”的“六善六题型”干部，全面激发
和凝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跨越发展的新动能。

方城县共有党员3.8万名，其中无职党员近
2万名。方城县把无职党员培训作为重头戏，创
新开展“四个一”教育活动，即，想一想，帮助群
众知党情；看一看，引导群众感党恩；比一比，争
当先进跟党走；问一问，关怀群众聚党心，着力
打好教育、培训、选用“组合拳”，实现了无职党
员“无职有学”“无职有位”“无职有为”“无职有
成”。持续开展“我爱我家·清洁家园”行动，利
用每月 8日党员活动日，组织无职党员参加义
务清洁服务活动，分包鳏寡孤独、贫困伤残群
众，目前参与党员已达 26万人次，带动群众超
过10万人次。

党建引领助脱贫

方城县教体局干部郭乙夔 2015年被选派
到方城县小史店镇东沟村担任第一书记。2017
年年底全县第一书记轮换时，主动要求留任。
他担任第一书记后，踏破铁鞋争取项目资金，
帮助村里修通了水泥路，学校用上了信息化
设备，村容村貌、户容户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投资130万元建成红薯深加工扶贫车
间，作为村集体经济，年收益20万元，不但解决
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低的难题，还带动20户 25人
脱贫致富。

为更好地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18年 5月，
方城县从县直单位选派 399 名优秀中青年干
部，增派到全县 399个非贫困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实现了552个行政村派驻第一书记全覆盖。

为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方城县建
立健全了扶贫干部“点验”，脱贫攻坚周调度、月
观摩和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项目化管理制度，开
展“扶贫标兵”评选活动，全面落实驻村第一书
记半年述职评议和年度考核，持续激发扶贫干
部内生动力和担当精神。三年来共提拔重用第
一书记 76人，纳入优秀年轻干部培养 178人，
进一步激发了扶贫队伍活力。

正是由于方城县委、县政府把脱贫攻坚作
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民生，坚持党建引领、尽
锐出战，顺利实现了贫困县脱贫摘帽，脱贫攻坚
经验做法得到省领导肯定，在省政府《脱贫攻坚
动态》刊发专期，并在省政府脱贫摘帽新闻发布
会上做了经验介绍。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用
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检验党的建设高质量。
方城县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坚
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围绕两轮两翼、九大专
项、五区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和脱贫攻坚工作，重
推重抓高质量党建“八大行动”“二十项工程”，开
创了经济社会后发赶超、跨越崛起的新局面。

征程万里风正劲。方城县120万党员干部群
众正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忍不
拔的毅力，激荡起万壑归流的磅礴力量，一步一个
脚印，奋力谱写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方城篇章！7

两个“高质量”的南阳实践·方城篇 南阳市委组织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南阳记者站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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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锋

十余年，献血 170 次，
总量8万毫升。按一个成年
人全身大约有 4000毫升至
5000 毫升血液计算，这相
当于将全身血液更换了近
20次。

今年 60 岁的范聚敏，
是南阳市保安服务公司的
中队长，2010年以来连续 4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金奖，
他还是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章的获得者。

范聚敏第一次献血是
在 2003 年，当时“非典”疫
情发生，他从报纸上看到南
阳市中心血站供血紧张的
消息后，来到中心广场献血
车里献了400毫升的全血。

从 2003 年到 2008 年，
他先后 9 次献全血，累计
3600毫升。后来，得知血小
板可以一月一献时，他开始
每月献血小板。有时候血站
需要紧急供血，工作人员就
会打电话向老范“求援”，他
无论有多忙碌，都会放下手
头的活儿第一时间赶往献血
屋，毫不犹豫地伸出胳膊。
十几年来，老范和血站工作
人员都成老熟人了。

有一年大年初六，范聚
敏叫亲朋好友到家里小聚
时，血站打来电话说有个10
多岁的孩子患败血症急需血小板，他立即打车
赶到血站采血。2013年 12月 26日下午，他正
献血时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心急如焚，却又
被告知不能提前拔针……献完血后他顾不上
按针眼就急忙赶回家，鲜血把衣服染红了，却
还是没能和母亲见最后一面。

献一次血不难，难的是一坚持就是十几
年。当有人问起，范聚敏的回答很简单：“因为
有人需要。”在范聚敏的影响下，身边的同事们
也纷纷成了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也被誉为保安
队伍中的“献血英雄”。70多个红彤彤的献血
本，镌刻着他绵延不断的爱心之路。

如今，已到退休年龄的范聚敏依然闲不住，
他不仅作为南阳市道德讲堂的主讲四处演讲，还
带着保安公司的志愿服务队出去做志愿服务。

“无论我们活得多么平凡，只要能在奉献中彰显
人生价值，就是最大的幸福。”范聚敏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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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何以在这里根深叶茂
——南阳师范学院传统文化育人工程建设实践

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绿茵学子

“笃行致远方知泥泞留痕，乐观豁达自可
曲径通幽”，“读书明理，修身养性；薄财重义，
为国为民”……7月 3日，在南阳师范学院每周
举办的“文化讲堂·国学系列讲座”上，“中国教
育正能量奖”获得者聂振弢用他特有的方式，
娓娓讲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美美与共”。

“聂老师的讲座我每次必到，他的语言幽
默风趣，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国学中蕴藏着的人
生智慧，以及如何将国学智慧运用到生活中
去，特别引人入胜。”该校学生沈雪说，考入南
阳师范学院读研后，她最喜欢的就是校园里浓
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这种精神方面的滋养，将
来会伴随我一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南阳师范学院
“和诗以歌，传承经典”诗词传唱活动现场，师
生们用汉语古音，唱响了一首首经典。随着
《关雎》《越人歌》《弟子规》《三字经》的优美词
句和动人旋律，舞台上下的师生们深深沉浸在
经典文化的美好意境中。

“每逢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
节等传统节日，学校都要开展学习经典、经典诵
读、文化娱乐和体育健身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南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5级的王凯
阁说，通过活动，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节日厚
重的文化底蕴，领略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传统文化活动，已经
成为南阳师范学院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据了解，该校先后开展“文化讲堂·国学系列讲
座”、“绿茵讲坛”经典荐读、“我们的节日”、“传
承经典，唱响卧龙”经典传唱活动。目前，该校
已举办国学系列讲座近 20场，直接听众 6000
人次；举办 17场传唱活动，参与师生 4000余
名；“绿茵讲坛”自1990年开办以来，28年持续
不断，惠及一代又一代师院学子。

根植地方抢救濒危优秀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
课堂内，需要全方位“融会贯通”。南阳师范学
院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还注意发挥校园文
化活动在传统文化育人中的辐射引领作用。

据了解，南阳师范学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时，除了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还开设

了诸葛亮文化研究、范蠡与商业文化思想、汉
代文化等南阳文化选修课程。在坚持优化传
统授课方式的基础上，该校还积极引入超星集
团尔雅课程，目前，已引入诗经导读、论语导
读、先秦诸子、古典诗词导读等传统文化课程，
选课学生达7000余人。

该校立足于南阳地方文化资源，建成了钱币
馆、汉代雕刻艺术馆等特色馆藏，抢救性挖掘保
护古代钱币和汉代文物万余件，收藏汉画像石
（砖）130余块。据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郑先兴介绍，近年来，有20余万人次参观
了特色文化场馆，学生在感受南阳厚重文化的同
时，也激发了学习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情。

南阳师范师院是全国较早开展“濒灭剧种
研究”，建设“曲艺数据库”的单位。学校将河
南曲艺所有文字资料、音乐资料、音像资料和
老艺人采访资料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以存储，
形成资源共享的网络管理系统。目前，数据库
已收集各类电子文字影像资料两万余种。

“河南濒灭剧种抢救与保护研究”项目成果，被
政府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采用。

“进行传统文化育人体系建设，就是为了
让师院学子在浓郁的传统文化熏陶中涵养气
质、陶冶性情，以达到传承文化、涵养学术和敦
厚学风的目的。”南阳师范学院院长卢志文表
示，作为一所根植于历史文化沃土的地方高等
院校，南阳师范学院将始终引导激励青年学生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
自信，使学生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7

党建引领激活力 凝神聚智谱新篇

“汉画拓片只是薄薄的一张纸，

却是珍贵技艺的传承，是千年文化的

印记！我们也会将调研成果与‘互联

网+’相结合，为祖国传统文化发声，

增强文化自信，增加民族自豪感。”7

月 10日，参加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

院暑期“三下乡”调研团的大学生张

朋，在参观了南阳汉画馆陈列藏品

后，深有感触地说。

走出校门追寻传统文化根脉，让

“象牙塔”里的卧龙学子们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了更直面的触碰。其

实，这只是该校精心实施“传承经典

立德树人”传统文化育人工程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我校认真挖掘和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

有地方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

程体系、校园文化活动体系、传承保

护体系和实践教育体系。”南阳师范

学院党委书记黄荣杰说，在“传承经

典 立德树人”传统文化育人工程的浸

润下，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从传承抓

起，让文化成为滋养大学生人文精神

的活水。南阳是汉代文化的兴盛之

地，坐落在南阳市城区卧龙岗之上的

南阳师范学院，坚持以“传承经典，立

德树人”为根本，不断创新思想政治

工作载体，深入挖掘区域历史文化资

源，积极探索传统文化育人的新思

路、新途径、新方法，全面推进优秀传

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

传承创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育人工作体系，

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
本报通讯员 时树菁 王铁红

南阳师范学院“传承经典 立德树人”重阳节文化活动

南阳师范学院“和诗以歌，传承经典”诗
词歌曲传唱系列活动

南阳师范学院第十七届卧龙文化艺术节

定期开展的文艺演出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方城县奏响高质量党建与高质量发展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