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记忆的民族，不可能

拥有未来；没有文明的传承，

不可能续写辉煌。盛世修志，

志载盛世。地方志是传承地

方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

载体。一本本史志，于静默中

诉说沧桑；一册册年鉴，在方

寸间一览千年。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是

史志工作者对历史、对人民、

对天地的责任与担当。近年

来，商丘市地方史志研究室聚

焦“存史、资政、育人”职能职

责，以“执笔著史”的史志精

神，开拓创新、担当作为，全面

完成了志鉴“两全目标”，为全

省的史志工作作出了榜样。

11月 18 日，记者来到商

丘市地方史志研究室，探寻史

志成果。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张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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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韩丰）“虚心听
意见、真心找问题、细心抓整改”。11月 18日，记者获悉，
夏邑县采取三项措施扎实推进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虚心听意见。为真心听取广大干群和基层单位的意见
建议，该县县级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征求意见。县
委书记梁万涛及其他县级党员领导干部主持参加 12个座
谈会，虚心听取意见。同时，采取深入到联系点、设置意见
箱、开通热线电话等形式，广泛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
目前，全县各参学单位共召开座谈会230场（次），深入谈心
2800余人，设置意见箱130余个，开通热线电话150部，征
求意见建议1260条。

真心找问题。为切实找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县委在征求意见时提出“三多三少”的要求，即多提建设性
意见和建议，少埋怨牢骚；多提批评性意见和建议，少称赞
表扬；多找与初心使命的差距，少自我陶醉。要求各参学单
位将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分类归纳整理后，连同意见和建
议原稿一并交给县委巡回指导组审阅，看是否把存在的问
题和差距找准找对。

细心抓整改。为确保整改实效，该县坚持边学边查边
改，重点突出“三个细”，即把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细，把问
题整改的措施制定细，把问题整改的责任分解细。同时，县
委主题教育办公室印制了整改台账，明细了整改问题、整改
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效果。各参学单位在广
泛征求意见和深入查摆问题的基础上，按照“三个细”的要
求，认认真真抓整改，实实在在求效果，力求通过边查边改，
让群众得实惠。目前，已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1560余个，提升了广大群众的获得感。8

夏邑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美丽乡村展新颜 幸福指数节节高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武月 王砺石

走进初冬的柘城县安平镇义醒岗村，
一排排别具风格的两层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一条条新修的水泥路面纵横交错，房前
屋后郁郁葱葱……一幅美丽的乡村新画卷
映入眼帘，令人陶醉。

谁能想到，曾经的义醒岗村，房屋低矮
破旧，街道拥挤脏乱，污水肆意横流，垃圾
随处堆放，群众抱怨不断。

义醒岗村容村貌的巨大变化，源自柘
城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全力推
动。

今年以来，柘城县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农业农村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做到主题教育与主要工作相
互促进。借“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东
风，切实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落脚
点,着力提升村容村貌，突出乡土风情、
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刷高乡村“颜值”
使人流连忘返。

在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过程中，
义醒岗村实施坑塘绿化改造工程，开挖护
寨河和废弃坑塘 48亩；共计铺设高端防腐
木栈道 800米，安装实木护栏 800米、生态
水车 3组，新建湖中小岛一座、岛上凉亭 2
个，着力打造村中美景。村内微地形绿地

铺设达 2200平方米，栽植高规格绿化苗木
280棵，进一步提升了生态水平，优化了村
民生活环境。

“有这样的环境，我得好好地活，能多
活几年，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78岁
的义醒岗村村民陈兴新高兴地说。

村民王晓彩接过话说：“这个义醒湖以
前有很多垃圾，通过环境卫生整治竟然变
成了一个‘景区’、变成了一个村里的网红
打卡地，俺村的村民别提有多满意了。”

据了解，义醒湖建造之初，很多村民都

将自己家闲置的宅基地、小菜园贡献了出
来。目前，义醒湖已经成了村民聊天散步
的首选地之一。

义醒湖的一侧是红色文化广场，村里
的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村里自发组织
的腰鼓队、广场舞队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
比试比试。

如今，这样的“高颜值”乡村在柘城比
比皆是，但他们打造人居环境的措施却因
地制宜、各有千秋。

卫生网格化管理机制是柘城县惠济乡

金桥村结合自己的村况推出的举措。
金桥村把村内道路分成了 120 条路

段，由22名保洁员分别负责，做到村内各处
卫生有人管、有人问。

“俺村环境管理有小妙招，三户设置一
个垃圾桶，在村里见到垃圾我们都会拾起
来丢到垃圾桶。金桥村干净了，也显得更
加美丽了。”金桥村村民陈丽在谈到村里的
变化时激动地说。

同时，金桥村还开展了“五美庭院”评
比活动。评比内容包括客厅、厨房、庭院、
厕所等。对于评选出的“胜出户”进行集中
挂牌奖励。

“俺家被评为五美庭院，村里不仅给俺
家建了个小花园，还给俺改了厕所，整得卫
生很好很干净，看着心情都是美的。”金桥
村村民张丽兴奋地说。

“五美庭院”评比活动的开展，调动了
村民的积极性，在村内形成了争荣誉、比卫
生的良好氛围。随着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深入推进，金桥村还制定了村规民约，并在
邻里之间建立了环境卫生互助监督制度，
广泛实行环境卫生村民评议，树立起“讲卫
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的新风尚。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金桥村村容村貌
变得干净、卫生、整洁，不仅让金桥村村民
共享“美丽乡村”成果，也让他们的生活越
来越有幸福感。8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马晓伟）“你看
看现在这厕所，干净整洁，一点臭味没有，苍蝇也没了。现
在，农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像城里了。”11月 22日，商丘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台街道办事处杨楼村村民穆其荣高兴
地带着记者观看其改造后的厕所。

近年来，该区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通过深入开展“宜居乡村”活动，大力
推进农村生态厕所改造工作，建设了一批符合农村实际、满
足基本需求、经济适用、卫生方便的农村无害化厕所，改出
了乡村人居环境的新面貌，更改出了幸福农家的新生活。

自改厕工作开展以来，示范区整合政策、资金、技术等，
全力支持生态厕所改造工作。在建设过程中，以群众满意
为根本宗旨，对农户生态厕所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整改。要求乡（镇、街道办事处）书记和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亲自抓，对已经改造的农家厕所和公共厕所逐个开展排
查，对照排查问题，建立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改厕问题
整改台账》，确保问题找全找准，整改到位。

示范区按照实用、耐用、经济的原则，选用符合实际的
改厕模式。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推广使用生态一体
式四格化粪池厕所，应用节水、防臭装置，做到卫生、安全、
方便、实用。同时，该区还设置了公益性岗位（环卫工人）专
人管理公厕日常卫生保洁。建立农村改厕维修服务站，由
乡（镇、街道办事处）在职干部担任站长，并聘用2名专职维
修工作人员，负责各辖区生态厕所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

目前，示范区生态厕所改造已完成24795户，剩余户厕
改造工作正在加急推进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部农村家
庭厕所改造任务。8

示范区

改厕改出美好生活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刘梦珂 通讯员 谢卫勋）11月
16日，站集镇葛尧村的文化广场上，一场由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河南省文化馆、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承办的“寻找村宝——河南省首届大型文化志
愿公益活动”正在激情上演。台上，一些公益人士和当地

“村宝”正在充满激情地演出；台下，来自四面八方的村民喜
笑颜开，观看着台上的节目。

据悉，自今年 8月份起，虞城县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
大了对“寻找村宝”公益活动的引导、扶持力度，专门成立了
县乡村三级活动领导小组。其中，县文化馆负责全县“寻找
村宝”公益活动的统筹安排，乡镇文化站负责“寻找村宝”公
益活动的“赛宝”阶段，村“两委”班子加大宣传力度，具体实
施“识宝”阶段，为“寻找村宝”公益活动提供组织保障。

同时，该县政府将全县各文化志愿者团队、三区文化支
持人才、书画志愿者服务队等文艺骨干聚集起来，组成 25
个艺术支援小组分赴 25个乡镇帮助“寻找村宝”公益活动
的策划编排，挖掘特色文化，确保节目内容健康、积极向上，
反映新时代农村风貌及农民风采。以此加快推进现代化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传承乡
村文明，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截至 10月份，全县共招募文化志愿者服务人员 5000
余人，现已开展“寻找村宝”公益活动 20余场，计划元旦前
完成100场，并将在木兰大剧院举办虞城县迎新年“寻找村
宝”公益活动中评选出优秀“村宝”。8 张卫兵 摄

虞城

“寻找村宝”助力文化振兴

一亩园，十亩田。近
年来，永城市高庄镇大力
发展高效农业产业，采取
“基地+农户+网销”模式，
建成 550 亩花卉产业园，
实现了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带动农村党员创业、脱
贫攻坚工作“三个融合”，在
推动乡村振兴中起到了支
撑作用。8 孙海峰 摄

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
——商丘市全面完成志鉴“两全目标”任务

地方传真

存史：修志成果丰硕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书”，所载内容纵
贯古今，横陈百科。

1982年，商丘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立，并于当年开始该市一轮志书编修工

作。1996年 8月，236万字的《商丘地区志》
（上、下卷）正式出版。

推陈出新，独出机杼。《商丘地区志》
（续卷）于 2003 年 10 月出版，全书 140 万
字。续卷以体例创新、宏观记述等特点，在
2004年河南省举行的优秀社科成果奖评选
中，一举夺取最高奖——荣誉奖。该奖是
商丘在社科类著作中首次取得的省级最高
奖。

从商丘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到商丘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再到现在的商丘市地
方史志研究室，虽然数易其名，但商丘的修
志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37年来，商丘市史志工作者执着守望、
秉笔春秋，修史编鉴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修志工作有新作为。截至 2018 年年
底，市县（区）两级全部完成了二轮志书出
版任务；举办乡镇志编纂业务培训班，组织
开展乡镇志编纂工作；拍摄《乡镇影像方
志》，已完成10多个乡镇的拍摄任务。

年鉴工作有新突破。2018年初步实现
了市县（区）两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在 2018
年全国第六届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中
《商丘年鉴》获综合质量二等奖、装帧设计
一等奖。

大事月报有新成效。《商丘大事月报》
已累计出版 150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特设三·五工作日、脱贫攻坚等专栏。

旧志整理有新成果。整理编辑了商丘
历代方志集成，影印了四部《归德府志》等；
开展了商丘历史文献丛书编印工作，整理
影印了《壮悔堂文集》《汤子遗书》等。

资政：助推地方发展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
志记载了前人和当代人的实践活动和智慧
经验，是重要的资料宝库、文化宝库、知识
宝库。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
师。地方志作为历史智慧的结晶，其“资
政”功能在当代社会日益彰显，为推进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
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商丘进行古城改造时，史志工作者都
要参与论证。《归德府志》（清·乾隆十九
年），这本书中不仅有当时的归德府总图，
还有详细的归德府城池图，这为古城的打
造提供了历史依据。”市地方史志研究室主
任马时全告诉记者。

为使地方志事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相融相通，商丘市还于 2007年创刊《商丘
大事月报》。其宗旨是及时整理记录当地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大事、
要事，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市
史志办编著的《商丘大观》《商丘市情概览》
《图说商丘名胜》等风格各异的地情书，在
该市旅游开发、历史文化传承等各方面发
挥了不可取代的“参谋”作用。

编修志书，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
用志书。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为地方和社
会服务，商丘不断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
设。商丘开通了商丘市地情网及清风史志
官方微博；宁陵县努力打造“信息史志”；
睢阳区史志办开通了“天下归德”官方微
信。如今，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商丘史
志工作动态更加透明、服务功能也进一步
增强。

育人：培育文明风尚

地方志自成一脉，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文化基因，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最直接的精神纽带。

一部地方志就是记载一方水土之上的
人和事，就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商丘有
先王之遗风，厚重多君子。在这里，燧人氏

钻木取火，加快人类进化步伐；阏伯观星授
时，推动人们生产生活进步；王亥服牛驯
马，开启华夏商业文明之旅；庄子倡导“清
静无为”，是中国道家创始人之一；殷商“三
仁”之一的微子，创立华夏仁德文化，后成
为儒家思想之核心。

正是因为有史志的记载，这些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为了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润泽更多
的人，近年来，商丘市史志办坚持编用结
合、服务现实、服务大众的原则，逐步加大
了读志用志工作力度，扩大史志工作的影
响力。

开展让志书、年鉴进机关、进学校、进农
村、进企业、进社区、进军营“六进”活动；在
市行政中心开展了向市直机关干部赠送志
书年鉴、地情资料的活动；在商丘学院举办
了走进商丘历史名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讲座；与《商丘日报》合作举行了史志知识答
题竞赛；在帝和广场宣传国务院《地方志条
例》，向市民赠送志鉴书籍；市方志馆投入建
设，提升方志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史志育人不仅在城市里开展得如火如
荼，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也熠熠生辉。

编审科副科长张振东介绍，宁陵县紧
紧围绕“提高乡风文明水平、推进乡村振兴
建设”这一目标，率先在全市建成了20多所
村史馆。通过村史馆建设、村史挖掘整理、
家风家训传承等，发挥史志阵地的教化作
用，倡树移风易俗、培育文明风尚、强化精
神文明建设。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下一
步，商丘市史志工作者将按照市委书记王
战营提出的“进一步做好史志工作，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的要求继续努力，争取编出更多堪
存堪鉴的史志成果,使地方志真正地“立起
来”“活起来”“热起来”“强起来”。8

●● ●● ●●

义 醒
岗村将文
化 、历 史
等元素融
入大街小
巷。
闫 亚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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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产业
壮大乡村经济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