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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安全节俭创新
出彩’八字方针，将节俭
办会理念贯穿于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举办
工作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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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连生 张书辉

“我们村里能有这条水泥路多亏
了俺村的李金祥，不然我们还得走泥
路呢。”8月 12日，柘城县惠济乡朱桥
村村民李长木笑着告诉记者。

李金祥是该村一名党员中心户，
联系10余户农户，日常工作就是为所
联系农户讲解政策，反映民意，解决问
题。在一次走访中，村民反映最强烈
的就是村中的一条土路，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老百姓出行困难。他了
解情况后，立即反映给村党支部，村党
支部迅速向上反映，很快就将这条土
路修成了水泥路，百姓称赞不已。

“俺村的党员中心户帮村民打扫
卫生呢，帮村民解决纠纷，他们经常
到家中走访，传达传达政策，问问有
啥困难，老百姓也都信任他们，有啥
事在村里都能解决了。”该乡王菜村
村民花天民说。

村民所说的党员中心户到底是
什么？为何在群众中呼声如此之高？

据悉，党员中心户是柘城县以农

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
契机，创新建立健全服务党员群众的
一种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党员自荐
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在每个村
党员中确立 10—20 名党员中心户，
就近联系 10—20 户党员或群众家
庭，划定责任区域，实行网格化管理，
积极做好各自辖区内政策宣讲、民事
调解、民情收集、服务管理等工作。

此工作机制有效地整合了无职
党员、党员创业能手、入党积极分子
等力量，建立了灵活机动的服务队
伍，初步实现了服务力量最大化、服
务体系网格化、服务功能多元化、服
务机制常态化，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
作规范开展。

目前，全县 486 个村共设置党
员中心户 7200 多户，发挥了“上联
支 部 、下 联 农 户 ”的“ 连 心 桥 ”作
用。在每个党员中心户家中门楣
上方，都悬挂着由各乡镇党委统一
制作的户牌，户牌上有党员中心户
的照片、电话、住址和职责。今年
以来，该县党员中心户共走访联系
农 户 12100 余 次 ，化 解 矛 盾 1426
起，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这些
星星点点分布在全县农村的党员
中心户，渐渐编织出一张为民服务
的“经纬网”，进一步巩固了党在农
村的执政基础。③9

基层亮点连连看

架起支部农户“连心桥”
织密为民服务“经纬网”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孙
新宇）8月 12日，记者从中国戏剧家
协会第二届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
展演活动媒体见面会上获悉，本次
展演活动将于 9月 7日至 11日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期间在郑州举行。

本次展演活动由中国戏剧家协
会、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
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推动民
间职业剧团戏剧创作，提高戏剧作
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为其搭建起更高更广的交流展

示平台。
据了解，2018年 11月至 12月，

中国剧协从全国各地推荐的民间职
业剧团优秀剧目中，遴选出 6部，在
北京举办了第一届民间职业剧团优
秀剧目展演，受到了广大戏剧爱好者
的欢迎。本次展演活动，中国剧协本
着“优中选优”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
选取 10家民营剧团的 10台剧目参
加展演。届时，观众可以欣赏到来自
北京、上海、江苏、河南等地 10家民
营剧团带来的京剧、沪剧、话剧、豫剧
等精彩剧目演出。③4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孙新宇

从筹办之日起，“节俭”就成为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的主题词。用网络火炬传
递代替实体火炬传递，场馆多靠

“借用”，办公使用二手家具，开闭
幕式演出人员大部分由郑州本地
大学生志愿者担任……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
备以来，执委会按照节俭务实办会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从财务经费开
支、精简工作人员、精打细算办会
等方面，力求把务实、高效、节俭的
会风落到实处。

8 月 12 日，记者走进郑州奥体
中心开幕式导演室，看到里面摆放
着旧办公桌椅等。这些桌椅是从郑
州市委党校拉来的，已经用了 11个
年头，米黄色单人沙发还是上世纪
90年代的款式。运动员更衣室内摆
放着郑州一中的旧课桌，桌面上还
贴有课程表。“我们没有购买一件新
的办公家具。”执委会办公室执行副
主任刘佩伦说，坚持“能改不建、能
修不换、能租不买、能借不租”的原
则，执委会从郑州市教育局、郑州市
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调剂

1.3 万套已淘汰的桌椅、沙发等，让
郑州奥体中心无偿使用，仅此一项
就节约了 600余万元的购买租赁开
支。为节省办公经费，执委会征用
郑州市委党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集
中办公；最大化地利用原有办公器
材，计算机不够用，就租赁解决；公
务用车不够用，通过“市场化运作+
社会租赁”等方式，实现了车辆零购
置。

“我们提出‘安全节俭创新出
彩’八字方针，将节俭办会理念贯穿
于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举办工
作的始终。”刘佩伦说，执委会前期
还制定了《财务管理办法》《预算管
理规定》等，使各项财务支出有章可
循。对预算追加项目，按照勤俭办

会要求，必须按程序审批，由秘书长
会议集体研究“定盘子”后，方可开
支。

节俭办会的理念，在比赛场馆
改造上得到集中体现。执委会充分
利用现有设施，所有场馆均由原有
建筑改造而成。属于郑州市市本级
的，结合每年正常的维修修缮进行
统筹安排，不增加额外的财政预
算。作为比赛场馆的省属院校场地
改造，严格按照程序，经过了三轮专
家评审把关，预算经费控制在申请
经费的1/3以内。

开闭幕式的文艺演出活动也
“精打细算”。造价特别昂贵的设
备受到了严控，原计划用于开幕式
演出的巨型“天幕”，由于造价昂贵
而放弃。大部分演员由郑州本地
大学生志愿者担任，网络火炬传递
代替了实体火炬传递，节约了大量
费用。

节俭办会促使执委会将钱花在
了刀刃上。执委会舍得在安保、消
防、医疗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确保
盛会安全。尊重各民族传统习惯，
接待宾馆推出了个性化的服务保
障，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厨房进行相
应改造，保证运动员吃得安全可
口。③5

节俭办会树新风

10台优秀剧目展演为民族盛会添彩

中国武术在国际上被称

作“功夫”，是由踢、打、摔、拿、

击 、刺 等 构 成 的 攻 防 格 斗 技

术，按照一定的运动规律组成

套路和对抗两种方式。武术

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以锻

炼身体和自卫的一种方法，被

视为中华文化之精粹，又称国

粹。

我国少数民族武术是在

长期的生产、生活、狩猎或战

争中发展起来的，有着鲜明的

民族文化特性。少数民族先

民们最初习武是为了对抗凶

猛的野兽，后来武术又成了一

种军事技能，现在的少数民族

武术已经集健身活动及表演

技艺功能于一体。

少数民族武术的比赛项

目包括拳术、器械、对练三种，

根据比赛人数和性别，分为个

人和集体项目，男子组和女子

组进行比赛。

从 1991 年第四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首

次将武术列为竞赛项目起，武

术项目一直是全国民族运动

会上参赛运动员最多、争夺最

激烈的竞赛项目之一。③4
（本报记者 黄晖 整理）

▲ 8 月 10 日，市民在郑
州市郑东新区北龙湖岸边散
步。为迎接第十一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近日来，郑东新区
对北龙湖湖畔进行景观绿化
提升，已实施绿化及花卉种植
面积1.6万平方米，安装各种
标语指示牌 10万个，营造出
美丽祥和的气氛。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全国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

民族武术

8 月 12 日，水利部黄

河水利委员会宣布，截至

当天，黄河实现连续 20年

无断流，彻底改变了过去

万里长河断流频仍的局

面，为世界江河治理与保

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

供了范例。

黄河如何做到 20 年

不断流？记者为此进行了

走访。

曾一年断流226天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在国人心目中，千万年来，黄河
应该是滔滔不绝，奔流入海。让人想
不到的是，在上世纪这条母亲河却频
繁断流，就像母亲没有了乳汁。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副局长袁

东良介绍，从上世纪70年代起，黄河开
始出现断流现象。1972年至 1996年，
25年间有 19年出现河干断流，平均 4
年断流 3次。1987 年后，更是连年频
繁出现断流，并且断流时间提前，范围
不断扩大。1997年，终于爆发了迄今
为止最为严重的断流，当年断流河道上
延至开封附近，占黄河下游河道总长的
90%，断流时间226天，刘家峡、三门峡
水库开闸放水也未能阻止断流。

“频繁断流直接影响沿黄城乡生
产生活，河道萎缩进一步加剧、河流自
净能力降低、生态系统失衡，同时还造
成严重经济损失。”袁东良说。

1998年年初，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 163名院士联名呼吁“行动起来，
拯救黄河”。

下游用水增加导致断流

滔滔万里黄河，为何会断流？黄
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高
级工程师周康军介绍，黄河断流的主
要原因是天然水资源贫乏、人居用水
日益增加、缺乏科学管理。

由于气候原因，上世纪末黄河流
域降雨量明显减少。1919 年至 1975
年，黄河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476

毫米，1986年至 2000年，降水量降为
398毫米，天然径流量随之减少，黄河
来水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
黄河流域和下游工农业用水迅速增
加，这是造成下游断流的主要原因。”
周康军说，本来就缺水的黄河，以占全
国2%的河川径流量，养育了全国12%
的人口，灌溉了15%的耕地，支撑了全
国14%的国内生产总值。

袁东良说，当时小浪底水库尚未投
用，黄河干流上调蓄能力较大的龙羊峡、
刘家峡水库，都位于兰州以上河段，距离
下游3000多公里，下泄水流到下游需要
近1个月，远水难解近渴。再加上，缺乏
统一的水资源调度、管理体制，一旦遇到
枯水年份，沿河各地通过引水工程争抢
引水，造成下游断流日趋严重。

多措并举保畅流

“进入新世纪后，黄河流域降水量
有所增加，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使用，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之后，河水开始长
流。”周康军说。

1987年，国务院批准南水北调工程
生效前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该方案
的批复使黄河成为我国大江大河中首个

进行全河水量分配的河流。根据国务院
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从1999年3月正
式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这在我国七
大江河流域中首开先河。同年 8月 12
日之后，黄河干流再未出现断流。

“20 年来，小浪底年均库容达到
109亿立方米，巨大的库容，让汛期大
量洪水留在库中，到冬季枯水期再平
稳下泄，保证了下游冬春季节的灌溉
用水，也为黄河 20年不断流发挥了关
键作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
量调度处处长刘树君说。

20年来，黄河水利委员会综合运
用行政、法律、工程、科技、经济等手
段，结束了黄河下游频繁断流的历
史。比如：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实行以
省际断面流量控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
首长负责制；联合调度干支流骨干水
库，充分调节水资源时空分布；提升黄
河水资源调度与管理系统，为“精细调
度”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河水长流，生机勃勃的黄河形成
了一条生态廊道。20年来，黄河三角
洲自然保护区湿地明水面积占比由原
来的 15%增加到现在的 60%，自然保
护区鸟类增加到 368种。久违的洄游
鱼类重新出现，河口三角洲再现草丰
水美、鸟鸣鱼跃的动人景象。③4

黄河为何20年不再断流？
□本报记者 高长岭

之

（上接第一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人事业格外

关注。在国家层面建立起覆盖数千

万残疾人口，包含生活补贴、护理补

贴、儿童康复补贴等内容的残疾人专

项福利制度，残疾人事业整体发展水

平迈上新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

不能少。在幸福的中国，残疾人同样能

够收获社会发展带来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共同为中国梦努力奋斗。

【故事二】
奔跑，向着更好的生活进发

“总书记亲切、平易近人。”时隔
近六年，丛龙江对习近平总书记来他
家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2013 年 8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辽宁考察时来到沈阳市沈河区
大南街道多福社区，走进下岗再就业
职工丛龙江家里。

社区服务好不好、实施暖房工程后
冬天温度能提高几度、家里还有什么困
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

那时的丛龙江，生活还很困难：
他在一家汽车物流配送企业实现了
再就业，但每月收入只有 2000多元；
妻子下岗在家照看有病的母亲；儿子
刚刚开了一家汽车装饰店，小孙女还
不到一岁……

今年7月下旬，记者走进丛龙江的
家，73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
丛龙江说，这些年生活改善了，屋子进
行了简单装修，新换了沙发，添了书柜。

前几年，社区帮助丛龙江儿子申
办了 8万元小额无息贷款，扶持他创
业。全社会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丛
龙江儿子的生意也有了起色。

2017年，丛龙江退休了，不但每
月能及时、足额领到退休金，而且金
额每年都在涨。

丛龙江家所在的多福社区大院，正
进行着新的改造工程。社区党委书记
孟晓丹介绍，这次改造政府投入2000
多万元，在上一次自来水、煤气等改造
基础上，对小区的景观、下水、照明等进
一步改造，使小区功能彻底改善。

“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一直记
得总书记‘把日子过得更好’的嘱托，
为这个期望努力着。”丛龙江说。

记者手记

丛龙江一家生活的改善，折射出

许多下岗再就业家庭克服困难奔向

幸福的脚步。把下岗职工安排好，对

于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化解和淘汰过剩产能，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积极创造

再就业机会：采取政府安置与市场安置

等方式帮助解决职工就业；积极引导下

岗职工在服务业领域实现再就业；为市

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减负，

增强市场活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中央有关怀，地方有行动，越来

越多的丛龙江们会在新的岗位上用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故事三】
自信，写在她的脸上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家时，一张

土炕占去半间屋子，余下半间，放着
两个橱柜和一张桌子，几乎转不过身
来。”

夏日午后，河北省阜平县骆驼
湾村，村民唐宗秀比划着向记者回
忆。

2012年 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
到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30
日一大早，踏着皑皑白雪，他来到
唐宗秀家。“总书记问我种了几亩
地、粮食够不够吃、取暖的煤炭够
不够……”

“那是个大冷天，可我心里热
乎乎的。”唐宗秀回忆起当时的心
情。

唐宗秀说，当时她家门外的小路
用石头铺成，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
脚。“现在到处都是柏油路，村里人后
悔没留几条碎石头小路，让游客们来
体验体验。”她笑着说。

如今，唐宗秀家的老房子变成了
几间青砖大瓦房，花布门帘让小院更
显亮丽。

断桥铝门窗、地暖，灶火房里装
了橱柜和抽油烟机，厕所有冲水式坐
便器和热水器……带记者参观了一
圈新房子，唐宗秀难掩满足：“咱农民
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房子住得宽敞，唐宗秀也去了最
大的心事——往年春节，因为房子
小，4个孩子不能一起带着全家来拜
年，总不够热闹。唐宗秀说，现在不
一样了，今年过年，几个孩子一块带
着全家来了，一大家子人甭提多热闹
了。

“骆驼湾村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
的关怀，离不开省市县和社会各界的
倾力支持。”说起变化，河北省能源局
驻骆驼湾村干部黄文忠感触颇深。
他介绍，村里如今有了村集体企业，
村民个个有分红。

2017 年 ，唐 宗 秀 家 退 出 低 保
户。她合计着，今年腿上的老毛病好
一些了，就跟老伴儿一块到村集体企
业打工，一个月能有几千块钱的收
入。

说起最大的愿望，唐宗秀笑着
说：“日子好了，盼着总书记再来看
看。”

记者手记

深山区、低保户、老年人，这些词

汇的结合会是一幅什么画像？

记者见到与这三个词都有关的

唐宗秀时，自信写在她的脸上。物质

上的帮扶让唐宗秀摆脱了生活的困

境，“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等农

户家墙上的标语，则反映出村民们精

神上的改变。

千 方 百 计 排 忧 解 难 ，群 众 冷 暖

放在心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

活 ：2013 年 至 2018 年 ，中 央 财 政 累

计投入城乡低保、医疗救助、特困供

养 、临 时 救 助 等 资 金 8400 多 亿 元 ，

城 乡 低 保 标 准 年 均 增 长 9.2% 、

14.7%；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加强对

贫 困 人 口 、低保对象等人群的关爱

服务……

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社会各界

的帮扶支持下，困难群众正在向着全

面小康的目标努力奔跑。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记者
王琦 赵鸿宇 石庆伟 于也童 邬慧
颖 姚兵）

在关怀与自强中活出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