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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与心的交往

1984年的一个春天，年轻的新华
社记者赵德润听时任石家庄市委书
记贾然说正定打破了“高产穷县”的
魔咒，心里一亮。4月 17日，他只身
前往。县委宣传部同志把他领到时
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办公室，两人第一
次握手。31岁的习近平同志瘦高个
儿，说话不紧不慢。

“我建议你先下去看看。”“县里
的吉普车，你坐上，下去采访方便。”

习近平同志说。赵德润得知县委只
有这一部车，连忙摆手：“不行，那你
怎么办？”习近平同志笑道：“我有自
行车呀。”

习近平同志安排报道组组长高
培琦陪同，转身对赵德润说：“你可以
随便走、随便看，有好的，也有一般
的。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告诉我们，
我们改进。”言语不多，但透着实在、
诚恳和自信。

走村入户，赵德润看到，许多农
户家有余粮、碗里有肉、桌上有酒，有
些时髦的农民企业家还穿西服、打领
带。当地干部告诉他，习近平同志一
心想着改善群众生活，和县委副书记
吕玉兰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减轻农
民负担，“宁要百姓的好生活，不要北
方高产第一县的桂冠”，上级深入调
查后决定减少征购粮 2800 万斤，正
定腾出一部分土地、开发两大河滩地
发展农副业。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边赵德
润在紧张地采访，那一边习近平同志
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在乡村里抓生
产。滹沱河水凉寒未消，习近平同志
卷起裤脚，扛着自行车，过河入村。

白天两人忙着各自的工作，晚上
两人风尘仆仆归来聚在招待所的平
房里，赵德润抽着几毛钱一包的香
烟，习近平同志习惯抽 9分钱一包的
地产烟。两个人，还有一旁的高培
琦，你一言我一语，不时笑声四溢。

一连 20 天，赵德润越采访越兴
奋，伏案写稿思绪飞扬，5000多字的
通讯《正定翻身记》精编后登上了《人
民日报》。

……
第一次跟随采访，福建电视台记

者赖晗便同习近平同志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1998年 6月中旬，福建省第
二批援藏干部进藏，时任省委副书记

习近平率团前往。途中，随团医生产
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习近平同志连忙
安排他留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林芝八
一镇休息，宽慰他说：“放心，我身体
好，不需要医生一路陪着。”

在西藏的第一个晚上，《福建日
报》的记者因缺氧感觉身体不适，得
知情况后，习近平同志马上叫人把配
给自己的氧气瓶送去。

22日，翻过一座雪山后，一辆越
野吉普不小心一头冲进路面的大坑，
车里的人和设备腾空而起又重重落
下。赖晗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寻像器
撞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拍摄？回
单位怎么交待？”心里忐忑不安。习
近平同志看到小赖神色紧张，过来拍
拍他的肩，说：“人没事就好。设备坏
了，不是你的原因。你已经拍了很
多，之后的不能拍也没关系。”他还开
玩笑说：“别担心，需不需要我回去给
你们领导打电话证明一下？”赖晗涨
红着脸，嗫嚅道：“还好，我试了试，绑
住了还能用。”“轻伤不下火线呀！”习
近平同志幽默调侃，逗得大家松快大
笑。

在米林县、朗县，在布达拉宫、扎
什伦布寺，习近平同志热情、坦诚、随
和，与藏族同胞、僧人握手、拉家常、
叙友情，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他平
易随和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藏族同胞
的心，也深深地感染了赖晗及新闻同
行。

1999 年 11 月，时任福建省代省
长的习近平率经贸代表团赴重庆开
展三峡库区移民对口支援工作，赖
晗随团采访。在万州，习近平同志察
看了几家在当地投资的福建企业，到
援建的福建小学看望师生，同援派干
部座谈，一路马不停蹄。万州是赖晗
的家乡，3 年前父亲病逝，母亲独居
于此。（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王歌）养
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这样的“农
业黑科技”在开封市祥符区已成为
现实。

11月 7日，祥符区西姜寨乡一鱼
菜共生产业园内，鱼儿不时从鱼塘里
探出头；上海青、空心菜等蔬菜嫩生
生的，浮在泥鳅池上。

该产业园总经理赵雷边走边讲解：
“这叫鱼菜共生。每个鱼池下都有个陀
螺状的装置，用来沉淀、收集鱼粪。积
累到一定量，管道会将粪便抽到4个处
理池中进行处理加工，接着输送到泥鳅
池里作为蔬菜生长的‘营养液’。蔬菜
吸收后‘脱肥’的营养液又流回鱼池供
鱼生长使用，实现鱼菜的良性循环。”

“我们的产品不施农药，全部面
向高端市场。”赵雷说，鱼菜共生大棚
单个棚年产值可达60万元，带动十多
户贫困户，产业园全部建成后能解决
3000人的就业问题。

同样是发展特色农业，西姜寨乡

围绕“立体农业”做文章，陈留镇则种
起了特种蔬菜，向“稀罕菜”要收益。

“现在百姓生活水平高了，喜欢
尝鲜，又追求营养价值，像黑番茄、非
洲冰草这样的‘小众’蔬菜特别受欢
迎。”该镇四妮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刘前进告诉记者。

“稀罕菜”收成咋样？“一茬快菜
25天即可成熟，一亩地能挣 5000多
元。”刘前进说，特种蔬菜种植既能带
动贫困户增收，又可以给周边村的种
植户提供种菜经验，一举两得。

搭上网络快车，棚里的特种蔬菜
“飞”向国人餐桌。前段时间的中国
农民丰收节上，该合作社的特种蔬菜
成了“网红”，吸引来不少订单。

“四妮”发展好，周围乡镇也纷纷
发展起特色农业：罗王乡胡寨村种植
白皮松，既收获“金山银山”也留住

“绿水青山”；杜良乡探索稻蟹共作，
做优杜良大米品牌……如今的祥符
区，“一村一品一产业”发展红火。

“以特色农业为抓手，调优种植
结构，让农业强起来。”祥符区委书记
李军说，“农民要致富，产业要兴旺，
我们要以农为基，一二三产业联动。”

农产品牵头，做好加工业。陈留
镇充分利用 5000亩富硒黑花生种植
园，做强精深加工，花生制品俏销北
上广；八里湾镇建起仿真花加工厂，
让妇女守住家、乐开花。

“农文化”打底，建设美丽乡村。
兴隆乡盘活土地资源，打造集休闲垂
钓、水果采摘、饮食服务于一体的文
化庄园；西姜寨乡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改造，建设 32处精品民宿，“空心村”
变身“新庄园”。

深挖文旅资源，全力发展第三产
业。祥符区有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
朱仙镇和中州名镇陈留镇，还有岳飞
庙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旅
资源丰富，再加上祥符区西邻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区位优势明
显。（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成安林）11月8日，沁阳市崇
义镇西苟庄村，“消费扶贫爱心帮扶小
菜园”里的上海青、香菜、菠菜沐浴在阳
光下。正在查看蔬菜长势的驻村第一
书记王斌的电话响起，电话那头，包销
单位、沁阳市天鹅型材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询问：这批蔬菜什么时候能够配送？

像西苟庄村这样的“小菜园”全市
有 20个。这些“小菜园”，是 20个贫
困村的贫困户发展种植产业，实现增
收脱贫的有效途径。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
要求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沁阳市迅速行动，开展消
费扶贫“九进”活动，即贫困村、贫困户
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医

院、进酒店、进超市、进车站、进景区、
进高速服务区等。建“小菜园”是“九
进”活动中的一个创新。

“我们从全市确定20家规模较大
的企业、学校等，根据需求开展订单种
植和兜底包销，让投资小、见效快的

‘小菜园’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扶贫产
业。”沁阳市扶贫办副主任李爱民介绍。

“小菜园”有啥特点？菜园的面积
突出一个“小”字，一般在 20亩左右，
不贪大求全；种植的都是适宜当地气
候的时令蔬菜，不求新求异。

“小菜园”咋运营？通过流转贫困
户土地，聘请贫困户参与管理，并由村
集体注册公司负责运营。贫困户除了
领取土地流转费外，还可以通过参与

“小菜园”管理实现务工增收。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户地里
的农产品，一头连着广阔的市场。为
进一步提升消费扶贫的带动力，沁阳
市还为贫困户的农产品进超市搭桥。

在焦作市百货大楼沁阳联盟店超
市货架上，来自柏香镇范庄村的昊诚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西红柿红润润、黄
瓜绿生生。该合作社负责人张二县
说，合作社所种植的蔬菜供应各大超
市，153户贫困户每户每年可从合作
社领取490元的分红。

“我们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
区产品和服务消费，鼓励贫困群众依
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有效促进
贫困群众的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
入。”沁阳市委书记卢希望说。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许昌市魏都区金地社区九曲苑
小区的居民不再闹心——小区经过
改造提升后，换了新颜。“以前小区路
面坑坑洼洼，路灯不亮，下水道的污
水老漫到地面上。现在好了，路平
了，灯亮了，下水道通了，群众的心气
也顺了。”11月 8日，居民赵宝兴说，

“俺小区越变越美，少不了‘家园自
管’委员会的功劳。”

九曲苑小区属典型的无主管老
旧庭院，且外来租户多，环境卫生差，
管理难度大。2018年，借助许昌市入
选全国老旧小区改造试点的契机，金
地社区党支部推动九曲苑小区成立

“家园自管”委员会，让居民参与小区
管理。“家园自管”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居
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九曲苑小区居民
公约》，用制度管理家属院，实现了小区
大小事的自治共享。

“依靠居民公约的柔性力量，小区

里的难点、热点问题迎刃而解。”魏都
区委书记张书杰介绍，居民公约行动
的核心，是让居民担当社区治理的“主
角”，形成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途径。

“大娘，这几天感觉身体咋样？
有没有按时吃药？”10月 31日，在魏
都区八一社区电机厂家属院居民李
秀梅老人家中，上门义诊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谢丽方一边给老人测
量血压，一边关切地询问老人近况。

“以前社区里也组织义诊活动，但
是举办时间既不固定，服务重点也不
突出，参与者的热情不高。”八一社区
工作人员霍霞飞介绍，针对这种情况，
八一社区发动热心居民组建“医路陪
伴”公益志愿团体，服务时间、服务重
点、服务形式等由居民自己进行约定，

“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
社区需求让居民表达、社区问题

让居民讨论、社区事务让居民参与，
让居民“唱主角”的居民公约行动，在
魏都区遍地开花。

文惠社区开展了“点亮微心愿·争
做圆梦人”公益众筹项目，仅用半天
时间就帮 12 名困难群众圆了“微心
愿”；河西社区发出助力河湖水系治
理“征集令”，招 10名志愿者，信息发
出仅一天，40多名志愿者踊跃响应；
大同社区为居民搭建邻里互助等志
愿服务平台，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
务社区”……

对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魏都区按照“因地制宜、凸显特
色、打造品牌、形式多样”的原则，已
制定和实施居民公约试点项目45个，
两年内将在86个社区实现“全覆盖”。

今年4月，在民政部公布的“全国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中，魏
都区凭借“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显
著成效，成功入选。③9

情到深处
——习近平同志与新闻舆论工作

让居民担当社区治理的“主角”
——看许昌市魏都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

11月 9日，2019世界传感器大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等齐聚郑州。大会以“感知世界、智赢未来”
为主题,由传感器大会、传感器产业展览会、传感器
创新大赛三大板块组成。图为展览会上的高科技
产品吸引众人目光。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开封市祥符区以农为基发展特色产业

鱼塘“种”蔬菜“小众”闯市场

沁阳创新开展消费扶贫

建好菜园子 鼓起钱袋子

11 月 9 日，2019 三
门峡沿黄国际自行车邀
请赛在三门峡国际文博
城开幕。来自 15个国家
和地区的车队与 20余支
国内车队、近 600名专业
运动员及 1500名自行车
爱好者参加比赛。⑨3
孙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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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家河到正定，从宁
德到福州，从浙江到上海，建
沼气、揽人才、反贫困、促民
生、强浙沪、绘蓝图……从农
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路走
来，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习
近平总书记同新闻工作者交
友、交心、交情，关心、信任、
支持新闻舆论工作，善待善
用善管新闻媒体宣传党的声
音，凝心聚力、推动工作、富
强一方。

沿着总书记当年走过的
足迹，记者一路追寻，那一幕
幕场景、一个个画面，铭记在
一个个同他交往的新闻工作
者心中，印刻在他曾工作过
的大地上。那是浓浓的新闻
情，更是沉甸甸的人民情。

□新华社记者 李仁虎 刘光牛 张垒

2019世界传感器大会
在郑开幕
详见02要闻

居民公约行动的核心，

是让居民担当社区治理的

“主角”，形成居民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

基层社会治理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