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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说

我们将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

立足开放、集约、共享的理念，全力

推进党建综合体建设，让标识亮起

来，功能聚起来，服务沉下来，打造

温县党建品牌，推动乡村振兴。

——温县县委书记毛文明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碧波荡漾的蚰蜒
河在村前流过，党建主题公园吸引来往
人群驻足停留；初心·使命教育馆内，各
类红色藏品无声诉说峥嵘岁月……
10月 2日，温县温泉街道西南王村的
党建综合体，令记者大开眼界。

这个曾经孕育出包括维和烈士申
亮亮在内的78名军人的“明星”村庄，
正在党建引领下焕发出新的活力，先
后被焦作市命名为生态文明村、美丽
乡村“四星”村。

该村党支部书记胡东兴说，村“两
委”干部在党群服务中心办公，每天有
忙不完的事儿，“这一切的改变都从村
里打造党建综合体开始。”

通过整合、腾挪、出租等方式，温
县引导村级卫生室、文化广场、便民超
市、幸福院、农家书屋、村史馆、健康
屋、幼儿园等向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聚
集，建成了集政治引领、教育培训、文
化活动、议事协调、便民服务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党建综合体。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薛善
才 季玮）10月 2日，范县白衣阁乡敬
老院的小院里洒满阳光，老人们搬着
马扎走出屋门，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拉
家常。

“家里没啥人了，得亏还有政府照
顾俺。”五保户陈士龙说，他没花一分钱
就住进了敬老院，吃穿不愁、看病不愁。

无处不在的民生关怀，已成为范
县贫困群众心中最温暖的感受。聚焦
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范县把改善和保障民生放在脱贫
攻坚主战场的突出位置，真抓实干、补
齐短板，为贫困群众织牢“幸福网”。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是脱贫攻坚的
重要内容之一。范县统筹兼顾、强力推
进，为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做加法”。

全力打造集中供养温馨家园。
范县投资 760 万元，对 10 所乡镇敬
老院进行改造提升，为全县 40%的特
困供养人员提供舒适、优美的生活环
境；在乡村建成 220 个农村幸福院，
为周边群众提供综合性日间照料服
务场所。（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吴
云骊）赏九洲夜景、穿华服穿越到隋
唐；尝特色美食、学九洲夜课；还有星
光帐篷、童潮娱乐、国潮彩绘……连日
来，位于洛阳市西工区的隋唐洛阳城
九洲池遗址景区推出的夜游项目，吸
引了全国各地游客。

“九洲逢盛世，一池阅千年。从8月
1日起，为期两个月的九洲池文旅融合夜
游项目，给西工区火热的‘夜间经济’增
添了一道亮色，进一步释放了消费潜
力。”10月2日，该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区立足集聚优势和特色产业，
聚焦“商务强区”“文旅强区”，巩固提
升传统服务业、积极培育服务新业态
新模式，加快构筑中央百货、新都会、
升龙广场等特色商圈，全面增强服务
业引领辐射力，打造洛阳市服务业发
展引领区和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区。

作 为洛阳市小吃的一张名片，
“西工小街”被列为西工区今年步行
街改造提升重点项目，眼下，正围绕
小街锅贴、浆面条、丹珍汤圆等小
吃，（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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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说

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面对

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要持续

完善民生兜底制度，实现更可靠的社

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让脱贫攻坚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范县县委书记王秋芳

实践者说

西工区按照洛阳市委、市政府

“565”现代产业体系要求，通过一系

列的政策举措，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增长之源、活力之源。

——西工区区长王进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张龙飞）10月4日上午，红旗
渠畔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现
场感悟伟大的红旗渠精神。

上午 10时，红旗渠纪念馆内参观
者摩肩接踵。4D 动感体验区人头攒
动，耳边“开山炮响”、眼前“山石滚滚”、
脚下“大地震颤”，除险队员绝壁“翻飞”，

“铁姑娘”手握钢钎……人们仿佛穿越
时空，重回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修建红旗渠，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能吃上水、过上好日子，这正是当年共
产党人的初心。”山西游客吕笑芳感动
地说，“作为一个青年党员，我们更要时
刻秉持初心，像修渠人那样，为人民和
国家奉献自己。”

“那位叔叔怎么吊在半空，多危险
呀。”人群中，一位小朋友扑闪着大眼睛，
好奇地问父亲。“他是在除险，早已将生
死置之度外，太伟大了。”孩子的父亲李
振中告诉记者，喝着红旗渠水长大，他每
年都要到红旗渠纪念馆重温修渠故事，
激励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直面挑战。

“趁假期带孩子来，就是要让红旗

渠精神在他心中扎下根。”李振中说，红
旗渠精神是林州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必
须刻进骨子里，代代传下去。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修渠故事，无不触动着游
客们的心灵。“还有什么比修红旗渠更
难？”“红旗渠精神催人奋进！”……大
家拿出手机拍照，在朋友圈里分享自
己的感悟。

“我身后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时使
用的大铁锤……”人群中，一位举着自
拍杆的青年正在直播。“我专程从北京
赶来。”小伙儿乐呵呵地告诉记者，“红
旗渠让人震撼，满满的正能量，刚开播
十几分钟，浏览量就超过3万人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
再次为红旗渠精神点赞，我们倍感光荣，
也觉得担子更重。”红旗渠风景区运营部
经理常宇说，今年国庆前三天游客量比
去年增长30%，他们将在保护好红旗渠
的基础上，进一步美化景区环境、提升服
务质量、讲好红旗渠故事，让更多人认识
红旗渠、了解红旗渠，在红旗渠精神感召
下，不忘初心、努力奋斗。③9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陈新刚 金海林

10 月 2日中午，方城县城新明发
烩面馆内，欢声笑语，气氛热烈，来自
该县教育、卫生、公安、环卫等行业的
代表欢聚一堂，参加“同吃一碗面、共
叙华诞情”祝福祖国活动，共同为新中
国70华诞庆生。

方城炝锅烩面以柔软绵长、滑润
爽口等特点著称，深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已成为方城饮食业的一张亮丽名
片。目前，在郑州、武汉、北京、广州等
地，都可以看到方城烩面馆，品尝到汤
鲜味美的方城烩面。

“参加今天的活动，心情非常激
动。民间有吃面庆生的传统习俗，用
吃家乡烩面这种方式为新中国庆生，
就是要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方城县
杨楼镇第一小学教师郭春鹏告诉记
者：“我将牢记教师立德树人的职责，
一如既往地坚守好三尺讲台，上好每

一节课，带动和影响更多的教师立足
讲台成为名师，为祖国培养出更多栋
梁之材！”

参加活动的环卫工张长坡，自 10
月 2日凌晨3点就开始打扫县城卫生，
一直干到 5点。上午 7点到 11点半，
他又进行了二次打扫。他告诉记者：

“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烩面，为祖国送上
祝福，心里真是高兴！今后要把县城
打扫得更加干净，让大家的生活环境
更美好！”

“今天吃的饭是团结饭、温暖饭。”
在祝福活动现场，方城县人民医院退
休干部杜文明和妻子曹长玲分外激
动。他们的儿子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仪
仗大队国旗护卫中队服役。夫妇俩告
诉记者：“10月 1日晚上儿子打来电话
说，通过参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
活动，更加坚定了爱国报国之心，激发
了干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力量，我们感
到由衷欣慰。”两人表示，一定支持儿
子站好岗、护好旗，让大家都更加热爱
我们伟大的祖国。③6

方城炝锅烩面：热腾腾 喜盈盈

红旗渠畔忆初心

□本报记者 徐建勋

10月 4日下午，一名游客在巩
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半山腰的林中
小路上扭伤了脚，村干部听说后，立
刻派人前往现场，村民赵树兴和岳
文定二人演绎两公里接力，一步一
步把游客背下山送往医院，伤者家
属十分感激，掏出现金酬谢，二人谢
绝了。他们说：“游客就是亲人，我
们给予帮助和服务是应该的。”

南岭新村位于巩义市南部山

区，是省级贫困村。近年来，得益于
党的扶贫帮扶政策，村里利用得天
独厚的生态文化资源，发展文旅产
业，先后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第四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建设单位”和“全国生态文化村”等
荣誉。

“这里民风淳朴，乡亲们很友
善，在这里投资很放心。”带领专
业团队在这里挖掘传承石窑文化、
创新打造虎脑自然村龙溪堡精品
文旅项目的著名文旅人王保平对

记者说，传统石窑乃南岭新村的一
大特色民居，南岭新村现存五六百
座上世纪的石窑，龙溪堡作为引领
性项目受到多方面关注和游客青
睐。

据村干部介绍，该村已建成 17
家“农家乐”宾馆、饭店，国庆长假每
天来景区的“自驾游”车辆就有近
400辆。文旅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
加收入，龙溪堡项目仅石匠工资一
项就开支 130万元，日常运营用工
每人每日开工资 80元，用工还向贫

困户倾斜，深受村民好评。
河南省编办驻巩义市南岭新村

第一书记赵晓红介绍，南岭新村是
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
这里设有联络站。这里森林覆盖率
达 83%，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超 300
天，每立方厘米空气中的负氧离子
数达到 35000个以上。红色游、生
态游、特色文化游，可满足游客多方
面需求。大山里的村民以特有的淳
朴、实诚，欢迎八方游客前来旅游、
康养和休闲度假。③9

巩义山村游：“森”呼吸里品石窑文化

新华社北京 10月 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月 4日同几内亚总统孔戴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几内亚是第
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建交 6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
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相互支持,成为
中非团结合作典范。我高度重视中几关

系发展,珍视中几传统友谊,愿同孔戴总
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60周年为新起
点,把握好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
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巩固友好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推动中几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孔戴在贺电中表示,几中建交对非
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
两国始终保持特殊友好关系,是非中友
好合作的缩影。几方高度评价“一带一
路”倡议,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巩固传统
友谊,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
续深入发展。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一叶茶”主高祥军

国庆前夕的一个平常之夜，晚8时
许，在刚刚撤县改市的长垣，一条紧临
闹市区的“背街”——菜北大街，记者走
进一个普通民居改造的茶馆。茶馆的
招牌很小，上面只有三个字——“一叶
茶”，在灯光映照下显得格外幽静。

“忙的时候从早上开门一直到晚
上 11点多，人就没停过。”热情招呼记
者落座，34岁的老板高祥军，说话轻言
细语，一如他的店面装饰风格，有个性
却不张扬。两年前他放弃上海的工作
回到家乡，租下这个民宅，开了茶馆。

“长垣民营经济发达，不少年轻人
都选择在家乡创业就业。”高祥军说，
长垣众多的企业不仅留住了本地人，
也引来很多外地人。大批年轻人有创
业就业的需求，也有消费能力。

过去长垣人的夜生活很单调，一
到晚上不是喝酒就是打牌。见过“大
世面”的高祥军说，“我想打造一个集
茶饮、简餐、书吧于一体的小型综合
体，给小城想干事创业的年轻人提供
一个心灵沟通、思想碰撞的场所。”

石旸和田晶

“我喜欢来这里喝茶，因为这里的
环境很好！”石旸自称是“一叶茶”的

“VIP 顾客”，今晚她又约几个朋友来
喝茶聊天。用她自己的话说“来这里
比去自己的店都积极”。今年 30岁的
她，7年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花店。

“以前县城居民只有在结婚或者
节假日才会买花，而近几年，鲜花已经
成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石旸说，
7年前，长垣食博园附近只有她这一家
花店。而现在不到 200 米的一段小
街，已经开了 4家花店，生意一年比一
年好。过去天一黑就闭店，现在一般
营业到晚上八九点钟，遇上节日常常
通宵营业。

开花店只是石旸的“副业”，“主
业”是在一家产业集聚区当“白领”。
据她介绍，她的同学、同事、朋友中，差
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或全职或兼职都
在创业开店做项目。“说不定哪天，一
不小心，你身边的朋友就成老板了。”
石旸笑道，创业已成为长垣年轻人的
一种潮流。

（下转第三版）

中几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几内亚总统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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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许多职工仍坚守岗位，为新中国70华
诞献上特别的祝福。图为10月1日，中原油田濮东采
油厂石家集输站安全员王爱军与妻子刘萍检查设备运
行情况。⑨3 仝江 摄

小城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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