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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通讯员 赵蜘莅 秦彬

“和爱枝，倔支书，女流之辈不认输。治
脏乱，敢担当，村容村貌大变样……”这段顺
口溜，是对博爱县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生
活的真实写照。凭着对组织负责、为群众着
想的那股韧劲和满腔热情，一举扭转了村中
脏、乱、瘫的局面。她就是博爱县鸿昌街道
前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爱枝。

今年 51岁的和爱枝，从小就崇拜历史
上的女中豪杰，立志要做一名“巾帼英
雄”。2015年 10月，和爱枝“巾帼”梦成真，
开始主持前乔村党支部工作。那时的前乔
村是县里有名的脏乱村、软弱涣散村，党员
大会、群众代表大会无法正常召开，集体收
入不足万元。

“别人都藏着掖着不去干，你一个女同
志有啥本事非要逞能往前冲？”回想当初别
人的嘲讽，和爱枝噙着眼泪说。

上任伊始，党支部会议参会率不高、村
民大会群众不愿来。怎么办？她决定逐个
上门去请、去做工作。

和爱枝把会场挪到村大街广场。她手
持喇叭当面为群众宣讲村务工作，现场解
答群众疑惑。在制定《前乔村村规民约》过
程中，为了让群众明白每项内容，她一人面
对数百名群众，嗓子喊哑了，嘴巴说裂了，
最终获得群众一致通过。

在和爱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思想
引导和一心为民的点滴行动下，村民们被
深深感化了。终于，村里的工作获得群众
认可，很多人也乐意为村子发展出谋划策。

3年前，前乔村决定利用村集体资金发
展草莓种植业。鸿昌街道包村干部韩五星
说：“和书记寻了一个致富好法子，村集体
每年增收 7万多，旺季时吸纳 20多名村民
来此务工。”

然而，项目征地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不
愉快的事情。自家兄弟承包 3亩村集体的
树园，集体用地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丈
夫乔松旺请出长辈做弟弟的工作，结果无
功而返。

公生明，明生廉，廉生威。此时的和爱
枝心里明白：“绝不能从自己家里破坏规
矩，否则后边效仿的人会很多。”最后，她按
照“4+2工作法”，硬着头皮相继召开了村
委会议、党员代表大会、群众代表会议，集
体决议强制收回树园。

这件事导致兄弟颇有怨言，丈夫因此落
下了心病，和爱枝也很纠结。好在，最终弟弟
明白了她的苦心，为当初的行为懊悔不已。

如今，4年过去了，村里的变化正在悄
悄发生着：一举摘掉“脏乱村”“软弱涣散
村”的帽子，“两委”班子团结，干群关系和
谐，党支部阵地建设迈上新台阶。慈善幸
福院盖起来了，新修缮排污管道 3810 米，
在全县率先完成整村推进厕所改造、雨污
分离……

别人问她，当支书后悔过吗？
“说没有后悔退缩过，那是瞎话。但看

着村子一天一天好起来，村民一天一天富
起来，再想想吃的那些苦头，受的那些委
屈，真的没有啥。因为，这是我儿时的梦。”
和爱枝说。8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通讯员 高武剑）在刚
刚过去的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典期间，焦作公安民警和
辅警全员上阵，圆满完成安全保卫工作任务，确保了全市
社会稳定和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强化巡逻防控，安全措施到位。全市公安机关最大限度
地把警力摆在案件高发、多发的区域和时段，提高见警率、盘
查率和现场查获率。针对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繁华区域
盗窃案件高发态势，公安机关成立巡逻组、反扒队等工作专
班，严厉打击扒窃、盗窃电动自行车等多发性犯罪活动。

开展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市公安治安、交警
部门严查安全隐患，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在危险品管
控方面，围绕危爆等重点物品，全面加强运输、存储、使用
等关键环节的安全监管，严防违规运输、存储和使用危险
品。在交通管理方面，突出抓好重点车辆和交通违法行为
的综合整治，严查各类严重交通违法，严防车辆超员超载
和疲劳驾驶，确保道路平安畅通。8

焦作警方

全力维护重大节日和谐安定

焦作市马村区白鹭湖城市湿地公园（一期）波光粼粼，白鹭翩飞，不时有周边群众在健身步道上散步休闲。 距此不远处，
规划建设1300余亩、水系面积达600余亩的项目（二期）工地车辆穿梭、人头攒动，正加紧施工建设。据悉，公园还将配套观
景台、生态绿化带、文化广场、商业街等服务设施，成为焦作又一生态亮点和经济增长点。8 徐帅帅文/图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走路腿不疼了，身体
越来越硬朗了。”10月 17日，武陟县韩余会村贫困户訾海
臣握着农行焦作分行行长李文军的手激动地说个不停。

韩余会村是农行焦作分行的定点帮扶村。今年70岁
的訾海臣老年丧子，双腿膝关节股骨头坏死造成双腿疼痛，
需动手术换关节才能康复。农行焦作分行驻村工作队积极
协调医院，跑前跑后为其办理手续，并为他申请了轮椅。

当天是第六个国家扶贫日，焦作农行党员先锋队、青
年志愿者为该村捐赠了电脑、送去了金融知识、宣讲了农
行惠农政策，慰问了困难群众，并现场为农民朋友免费安
装ETC设备。

据了解，自帮扶韩余会村以来，农行焦作分行认真履行
帮扶责任，主动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为帮扶村办实事、办好
事，做到了真扶贫、扶真贫；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要求，结合
韩余会村实际情况，帮助该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推动
金融产品宣传进村庄，利用“惠农e贷”“农民安家贷”等特色
产品，帮助贫困户解决资金难题，全力助推脱贫攻坚。8

农行扶贫扶在心坎里

本报讯（通讯员 卫咏菊）博爱农商银行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载体，举办红色教育及专题研讨活
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将普惠金融大走访的服务范围延
伸到客户信息治理、社保卡激活、金融知识普及、业务推广
等多个方面，用贴心周到的服务把农商银行打造成当地有
温度的百姓银行。

博爱农商银行通过开展节日公益活动和以送金融知
识、送信贷资金下乡为主要内容的下乡活动，鼓励员工在
通过金融手段支持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发展的同时，尽可能
多地为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办好事，密切与广大群众
的联系，让当地群众享受到阳光透明、高效贴心的金融服
务。8

博爱农商银行

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连梦迪）为迎接十月份大征期和税控
系统2.0版顺利上线，解放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早谋划、早
应对，积极迎接办税高峰，保证办税效率。

该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严密组织，提前制订了《解
放区税务局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 2.0 版上线推行工作方
案》，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和要求，细化工作事项，明确责任
分工，严把工作进度。同时，对办税服务厅一线业务人员
开展业务培训，学习发票系统2.0版的功能模块、系统操作
等知识，让工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系统操作、准确解答纳
税人的问题。

该局还在办税服务厅醒目位置摆放、张贴发票系统
2.0版相关宣传材料，对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业务咨询、
办税引导、系统操作、纳税服务投诉等问题进行汇总，并总
结解决办法，提前做好自助办税服务区的硬件设施和引导
人员配置，确保发票系统 2.0版正式启用后的宣传解释工
作专业、细致、到位。8

解放区税务局

确保增值税发票管理系
统2.0版顺利上线

一位村支书的“巾帼英雄”梦
怀川追梦人

焦作国庆期间火情平稳
国庆假期期间，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队伍紧盯防控重

点，全力做好火灾防控，共接出警情 50起，其中火警 9起、
抢险救援 15起，6起社会救助，20起其他出动，由于处置
及时，未发生因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为全市人民度过
一个平安的国庆假期营造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文静）

焦作支队组织开展体能考核
为全面提升焦作支队指挥员的体能素质，确保关键时

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近日，焦作消防救援支队结
合实际情况，组织支队全体指挥员开展体能考核。

此次考核在提高指挥员体能素质及业务技能水平的
同时，充分体现了消防队伍敢打敢拼、奋发向上的良好精
神风貌和高度的集体荣誉感。 （文静）

焦作支队开展消防产品检查
为进一步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

消防产品，近日，焦作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对销售、使用领
域的消防产品进行全面检查，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

下一步，焦作消防将不断拓展消防宣传阵地，有效提
高辖区群众对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辨别能力，营造全社会
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良好社会氛围。 （文静）

修武县一斗水村借助旅游资源脱贫致富

在古村落找寻别在古村落找寻别样乡愁

城市添“绿肺”
发展添活力

焦作消防

秋色染古村 邱大军 摄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强调，
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

在修武县，传统村落星罗棋布。修武
以“美学+”理念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推动“美学经济”向各个领域延伸。“藏在深
闺”的古村落在“美学经济”引领下，在全域
旅游带动下揭开神秘面纱，百年古宅、老家
味道、乡愁情思引来游客络绎不绝。

晚秋时节，记者走进国家级传统村落
修武县云台山镇一斗水村，寻访古村变迁，
感受脱贫攻坚的铿锵步伐，在看得见青山、
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浪潮
中，见证古村落这颗明珠“大放异彩”。

豫晋古道旁斗水涌奇泉

秋日阳光轻柔，驱车从云台山茱萸峰
向北开，山峦起伏，远山近景，争相辉映。
不到半个小时，一斗水村映入眼帘。

这里海拔 1100多米，位于豫晋两省以
及辉县、修武、陵川三县交界，一条青石古
路从村中穿过，北到山西，南通青口坡大草
坪，穿过大草坪直达焦辉公路。

村党支部书记靳福川介绍，早在明朝时
候一斗水村就已经远近闻名，商贾经此把南
方及中原地区的茶叶、瓷器、丝绸等驮运到
山西及关外。一斗水山高路险，南来北往的
人到了这里叫苦连天，于是全村老少便组织
起来，历时数年修成了这条青石路。

“一斗水”的名字从何而来？靳福川带
着记者向村西北走去，不多远，一座凉亭下
有一口水泉，泉眼是一天然形成的巨石，泉
口大小如斗。

“刚开始泉水仅有二尺余深，山民取水，
一次只能取水一桶，但随取随涌，取之不
尽。因恰好在千年古道旁，过往马帮客商都
在此歇脚饮水，久而久之渐聚成村。”靳福川
介绍，现在的一斗水泉经过历代开挖砌修，
已经成为一自涌井，井水清澈，深约两三米。

一斗水村由外口、东沟、西沟三个自然
村组成，房屋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走在村
中，清幽安静。“有山有水有树林”成为一斗
水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一斗水村，最引人瞩目的是古老的
石头房子。每家每户皆是，其中现存明清
时期的石头房有数十间，全部由石头精雕
细琢而成，其门窗、椽檐、阶石、栏杆等，无
不造型精巧，匠心独具。

石头房前，农舍中几只鸡在悠闲踱步，
一条黄狗趴在家门口慵懒地睡着，古道边

长着半人多高的野草，开着寂静无名的野
花，一幅“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
静谧之美。

云上石头村振兴谱新曲

站在现代深情回望历史，历史也在踮
起脚尖期盼未来。

当外面的世界蓬勃发展时，一斗水村
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其成了交通闭塞、贫穷
落后的小山村。

村里老人介绍，过去村民和外界联系
都要像猴子一样手脚并用攀爬山路。山路
上有一块巨石，村民叫它“阎王的鼻子”。
因为每次路过，稍有闪失就会掉进望不到
底的悬崖。

怎么办？
上世纪70年代，时任一斗水村党支部书

记郭麦旺站了出来，他带领方圆20公里12个
自然村的300多名劳力，翻悬崖、凿峭壁，用
一根根铁钎、一把把铁锤，从严冬到盛夏，从
酷暑到寒冬，在前后20年里，打通了19条山
洞，修成了总长度达4831米的隧道公路……

如今，从高处鸟瞰，一斗水村向下贯穿
的 19条穿山隧道，曲洞连环，龙盘蛇绕，在
悬崖峭壁间呈螺旋式上升之势，已经成为
云台山的重要景点——“叠彩洞”。

他们 10 年辛苦修建的修陵公路于
1989年全线竣工通车，不仅使本村和公路
沿线山民从此告别了交通闭塞的历史，而
且成为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为发展省域
经济，尤其是为当今发展旅游业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青石古道，修陵公路
是一条年轻的盘山公路，恰好是它的年轻，
使更多的人认识了一斗水，了解了一斗水。

一古一新，成就了如今的一斗水：寂静
的山村人气旺了起来。村民利用家里的老
房子做起了农家乐，“云台山上的石头村”
吸引了不少游客来这里品农家菜，住石头
房，看神奇山泉。

靳福川介绍，凭借传统风貌优势，“吃农
家饭、住农家屋、做农家活、采农家果、享农
家乐”在村里成为潮流，现在村里已经有20
多家农家宾馆，全力打造特色休闲度假游。

村民贾玉同原来在云台山景区租摊位
卖特产，看到村里游客越来越多，果断将自
家院子改造成农家乐，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

“云水农家”。3个标准间，每间房150元到
160元，2个普间，每间房50元，生意很红火。

“守着家门口，比在山上做生意自由和
方便多了。”贾玉同笑着说。

以发展乡村旅游为主，辅以云台山景
区就业、农副产品种植等精准措施，一斗水
脱贫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去年年底，村里
的 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全部脱贫，一斗
水村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古村焕新生文化永传承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变迁。
古代商贾沿古道经一斗水村，到达中

原和南方，到达人口稠密的地方淘金，辛苦

寻找生存门路和发家之道；如今，人们从熙
熙攘攘的城市蜂拥上山，进入一斗水村这
样的古村落，追求休闲娱乐和健康养生的
高品质生活。

“传统村落的原始风貌、特殊的民屋建
筑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集生态旅游、
餐饮住宿、农耕文化体验于一体，在农家生
活中沉醉、回味，是休闲避暑的好地方。”来
自山东的游客肖毅说。

修武县传统村落资源丰富，目前共有
西村乡双庙村、平顶爻村、长岭村等 5个国
家级传统村落，西村乡桃园村、裴庄村、后
河村等5个省级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是乡村历史文化的活“化
石”，日渐散发出魅力。脱贫之后，如何把
乡村文化传承和弘扬下去，借助旅游资源
走上致富和振兴道路？

今年年初修武县先后邀请10多批世界
级和国内顶尖注册建筑师、美学专家，对该县
包括传统古村落在内的诸多美学项目等进行
实地考察，共同探讨该县美学发展方向，并希
望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全域美学发展。

修武县以科学规划、整体保护、传承发
展的方针，指导乡镇和相关村庄编制传统
村落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

瞄准机会，率先行动，一斗水村在整体
脱贫之后，因地制宜,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山区群众致富步伐。

“一斗水村地处深山区，昼夜温差大，
果品品质也优于平原地区，我们重点发展
核桃、花红等干鲜果品生产。另外村里林
木资源丰富，且多是适宜食用菌生长的栎
木和青杠木，发展经济价值较高的黑木耳、
花菇等食用菌种植也是增加村民收入的好
途径。”驻村第一书记秦志凯说。

除此以外，还重点发展乡村游、民俗
游，让游客在传统村落旅行中，感受乡村历
史文化的魅力。

“我们把乡土文化的复兴融入乡村振
兴战略中去，彰显乡土文化。在实施传统
村落保护与利用中，每一个人都要有坚定

‘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的文化自信，增强
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文化自觉。”焦作
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说。

100年乃至 1000年后的一斗水村，依
然需要一斗水汩汩流淌的清泉，传统村落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需要源源不断的清
流注入……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