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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红旗渠精神“走上”大银幕

本报讯（通讯员 刘俊强）红旗渠故事和红旗渠精神再
度“火”遍大江南北。连日来，首部红旗渠题材电影故事片
《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在全国多地引起热烈反响。

西藏影迷说，“影片非常震撼。”“我去过红旗渠，动人
心魄，至今记忆犹新。”“年轻人更应该看这部电影，传承
好、传播好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这三个字不仅代表着林州人民开拓的一条
渠，更重要的是它也符合当今我们时代的精神。”海南观众
张乐说，红旗渠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放弃、不能丢掉的精
神。

武汉大学 2019级 MBA班的学生专门组织了主题党
建活动，观影后，同学们纷纷表示，“电影催人泪下，如今的
盛世是老一辈不惧艰辛、点滴奋斗的结果，要珍惜当下，奋
斗未来。”

《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根据王献青小说《大国工
匠》改编，时长 94分钟，于 12月 6日在全国公映。影片由
著名演员白志迪等主演，讲述了一位曾经参与红旗渠建设
的老人，多年后在孙辈陪伴下，克服困难重返红旗渠，终与
老朋友汇合的故事。电影中一老一少代表着光荣与传
承。电影采用双线叙事结构，时空穿插往返，真实再现了

“隧洞塌方”“凌空除险”“铁姑娘队”等当年修渠的震撼事
件，红飘带、庙荒村、大峡谷等林州的“新地标”也逐一呈
现，“雨夜救援”的现代部分更是展现了红旗渠精神的时代
光辉。

该影片自2016年开始筹备，历时四年时间，摄制组在拍
摄前考察了红旗渠纪念馆，走访修渠老人，从这些亲历者的
口中，还原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演职人员表示，希望通过
影片把红旗渠精神再次推向全中国、全世界。9

“免费”服务让城市更美好

●● ●● ●●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12月 16日，记者从安
阳市科技局获悉，科技部公布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第七批
验收结果，安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地方验收申请、材
料审查、现场考察和视频答辩等环节，顺利通过验收。目
前，安阳共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3
个以及市级农业科技园区22个。

安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于 2015年由科技部批准建
设，规划建设面积162.75万亩，分为两个核心区，即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核心区、物流产业核心区，分别处于汤阴县和
内黄县。汤阴核心区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导产业，内黄核
心区以物流为主导产业。园区紧紧围绕“农产品深加工主
导，品牌支撑，多产业链辐射式发展”这一主线，突出农业
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园区乃至中原经济区发展提
供科技资源及科技服务支撑体系。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期，截至目前，园区完成建设
170.25万亩，示范区 20万亩，辐射区面积148.75万亩。通
过新品种引进推广、高新技术的示范应用、科技创新平台
搭建，园区农民的科技素质和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据统
计，园区累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4万人，有力促进了农业科
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

2018年，该园区实现产值 104.29亿元，税收 6.3亿元，
从业人员1.5万人，固定资产投资24亿元。9

安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通过科技部验收

内黄有个“糖葫芦村”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晓霞

12 月 12日，步入内黄县豆公镇元村，
记者发现村内不少人家大门紧闭，街上也
静悄悄地几乎看不到行人。

“每年冬天，别的村都是年轻人回老家，
我们村却是老人带着孩子奔城里找亲人团
圆。”元村党支部书记康国学告诉记者，村里
共有511户村民，今年有300多户村民外出
卖冰糖葫芦。他们有的北上，有的南下，从今
年9月到明年4月，一个村民能收入数万元。

村民康建龙在江苏省盐城市销售冰糖

葫芦。在视频电话里，记者看到康建龙正
在自己的糖葫芦店里忙活。“在外地销售冰
糖葫芦的头三年，我骑着三轮车卖冰糖葫
芦，6年前开了这家店。”康建龙说，如今店
里生意不错，他索性在盐城安家落户。

村民康国亮今年 35岁，已经外出销售
冰糖葫芦近 20年了，目前他在四川省达州
市经营冰糖葫芦。多年来，他去过山东省
济南市、陕西省西安市、四川省绵阳市等地
销售冰糖葫芦。“做生意有时赚得多、有时
赚得少，有时一两个月就能顶上大半年的
收入。如果刨除原料、房租、生活花费等成
本，从今年9月到明年4月，我估计能收入8

万元。”康国亮说。
记者了解到，元村既不出产山楂也不

生产白糖，为啥这么多村民外出销售冰糖
葫芦呢？康国学告诉记者，第一个吃螃蟹
的村民叫康付堂。32年前，当时 30岁的康
付堂到安阳市区投靠表姐，跟她学做冰糖
葫芦。卖冰糖葫芦四五年后，又和朋友合
伙承包了一家饮料厂。“村民看到他卖冰糖
葫芦挣钱了，就主动找他，向他学习咋做冰
糖葫芦。老康就认真教他们，村民学会以
后开始去全国各地卖冰糖葫芦。”

近几年，在村“两委”班子的积极引导
和协调下，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去，向创

业成功的本村人学习技术和经验。“不少村
民在外地大城市里将冰糖葫芦生意做得风
生水起，有的村民还成了当地卖冰糖葫芦
的‘网红’。”康国学说，“我们鼓励村里的年
轻人通过销售冰糖葫芦在城里站住脚，有
了积蓄后开店铺经营，资金多了可以做其
他生意。”

“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
团圆”，就像这句脍炙人口的歌词一样，一
串串红彤彤的糖葫芦寓意着一年的红红火
火。如今，销售冰糖葫芦成了村里的富民
产业，元村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糖葫芦
村”。9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通讯员 高峰）作为一种
炼钢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长期以来，如何处理钢渣一直是让
钢铁行业“头疼”的难题。热泼、水淬、常压热闷等传统方法，
不仅资源回收利用效率低，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扬尘，还
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12月17日，记者从沙钢集团安阳
永兴特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第四代钢渣有压热闷”项目
成功调试运行，这是全省首套、目前最先进的钢渣处理装备，
正常运转情况下可基本实现散尘“零”排放。

第四代钢渣有压热闷项目运行后，炼钢转炉钢渣由轨
道车辆直接送至初轧系统，炉渣经过打水降温、破碎碾压
后，被送进巨大的“热闷罐”，在高温高压下自动分离，整个
处理过程在密闭环境下完成。

与同行业其他钢渣处理方式相比，该项目优势显著。
项目将热闷时间由10小时缩短至2-3小时，大大提高了钢
渣处理效率；自动化水平高，减少了人力成本。同时，“热
闷”后的钢渣粉化率高，其资源利用率提高至90%，便于后
续钢渣加工磁选，降低钢渣加工运营费用。

“我们在环保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 20亿元，先后完成
除尘设施提标改造、料场全封闭、无组织排放专项治理等
20个环保提升项目，年污染物减排近 7000吨。”沙钢集团
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增伟表示，他们将继续瞄
准行业前沿技术，进一步提升全流程减排能力，为打好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贡献力量。9

钢渣“闷”起来 散尘“零”排放

近年来，滑县抢抓沿海产业转移机遇，结合本县资源优
势，将纺织服装作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引进知名服装企业
落户产业集聚区，进而引导企业向乡村延伸，探索出“总部+
卫星工厂”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政府、村集体、农户、企业多
方共赢。目前，滑县拥有“总部”企业14家，“卫星工厂”88
个。图为工人在车间加工服装 9 尚明达 摄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办好群众所急、所需、所盼
的民生实事，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

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府在城市管理
上注重“细节”提升，在多领域推出一系列

“免费”公共服务，让生活在安阳的人们越
来越幸福，更使安阳人成为外地市民艳羡
的对象。

“免费”，正在成为安阳这座城市的金
字招牌。

“免费”资源纾解“城市病”

钢二路与文体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停车
场，曾是个农贸市场，属于违章建筑。去年
7月，殷都区城管局将这里进行拆迁改造，
打造了一个免费停车场，划出128个车位供
市民使用。侵占公共资源的违章建筑摇身
一变成为免费的公共停车场，让市民赞不
绝口。这样的好事，在安阳不是个例。

当前，“停车位”在许多城市已成“稀缺
资源”，不少市民对当地没地方停车深恶痛
绝，“停车之痛”成为不少城市通病。

然而在安阳，城市中不仅有大量遍布
城区的停车位，市民还能“免费”停车。

12月 11日，在安阳市殷都区，记者发
现，路旁不但划有统一的机动车公共停车
位，每个停车位还有相应的编号，一串串

“字母+数字”组成的编号，让车位看起来更
加规范。“这些停车位上，车辆免费停放。”
安阳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说。

2019年 7月起，安阳市城市管理局按
照“应划尽划”原则，利用空闲区域、拆违空
地、社区楼院内外以及对慢车道、“三道”外
空闲地域施划免费停车泊位。目前，已经
划定的车位有6万多个，其中统一编号的已

达4万多个。
现在，安阳停车位与车辆比例达到1∶2，

市民停车难题得到很大程度缓解。
在室外，“免费”的项目除了停车，还有

很多。济源人王先生在安阳工作多年，热
衷于打羽毛球的他，曾经苦于找不到一块
适合打球的室外场地。这两年，他惊喜地
发现，安阳市区不少地方辟出了免费的羽
毛球场。

“我最喜欢到易园附近的羽毛球场上
打球，最近安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的羽
毛球场也免费对外开放，特别方便！”王先
生感慨。

免费，不仅让古都安阳更有“人情味
儿”，还与绿色生活理念结合起来。

12月 2日至6日，安阳市组织全市各文
明单位落实“绿色出行周”活动，要求各文
明单位的停车泊位、厕所等公共设施要免
费开放。“我们要以免费公共服务为契机，
让绿色生活的理念生根发芽。”安阳市文明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免费”服务暖了百姓心

12月 1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安阳国
际会展中心西北侧的职工文化体育中心，
眼见一派酣畅淋漓的景象。

乒乓球室内，四对球友拉开阵势，扣
球、削球、托球，屋内回荡着“乒乒乓乓”的
声音；羽毛球场上，两位运动员正在“厮
杀”，汗水湿透了上衣；台球室里，球手们一
丝不苟地运杆，击球入洞的“啪啪”声不时
响起……67 岁的市民李春龙伏在台球桌
上，左臂绷直，右肘微微发力，“啪”的一声，
4号球被击入袋中。他直起身子，乐呵呵地
说：“免费的体育馆真不赖，每天锻炼算是
有去处了”。

安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于今年“五
一”开馆，这里有 3个羽毛球场、16张乒乓
球台、3张台球桌和 1个室内篮球场，全部
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安阳人日常锻炼健
身的好去处。

“我们致力于服务全体市民。不论是
谁，只要来锻炼，都一律欢迎。”安阳市职工
活动中心主任马志霄说，职工文化体育中
心是安阳重要的惠民工程之一，每天早上9
时至21时开放，周六周日不休息，目前已接
待市民 91700 余人次，极大丰富了人们的
业余生活。

在安阳的免费服务项目中，既有大如
体育馆的“硬”设施，也有小到A4纸的“软”
服务。

走进安阳市民之家，只觉窗明几净，一
派现代化景象：方头方脑的智能柜台取代了

人工流程，个人征信情况、无犯罪记录证明
等诸多材料不仅立等可取，而且全部免费。

市民康先生正在复印证件。他家住水
冶，来办房产证时忘记带复印件，去导巡台
一问，马上有人帮他复印。

“以前我们还得自己打印复印，花钱不
说，还特别麻烦，现在的服务真贴心！”康先
生由衷赞叹。

“到市民之家办事，打印、复印、拍照、
邮寄等服务全部免费。”安阳市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理局局长王福生透露，财政每年
拨30万元的经费，专门保障这些惠民服务。

文化“免费”提振精气神

如今的安阳人幸福感很强，他们既可以
免费锻炼身体，还能免费享受“精神文化”大
餐。今年以来，安阳市文化部门开展“菜单
式”免费公共服务，将政府可提供的服务资
源列表公示，县、区、乡村和百姓根据自身需
求选择，政府带着文化项目上门服务，从而
实现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由过去的“被动
式”接受向“主动式”需求转变。群众纷纷点
赞这种“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两馆剧场定期推
出免费戏剧和影视赏析。安阳市文化广电
体育旅游局艺术科科长尹宏杰说，安阳每
年都会推出 100多场惠民演出，年初就把
全年 100多场演出剧目、时间、地点提前列
出，通过局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公布，
让群众按需挑选。

据了解，他们还创新性地推出定制式
文化服务——“政府—高校—社区‘321’公
共文化共建项目”。该项目由该市文化广
电体育旅游局与当地安阳师院、工学院、职
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联合实施，其中，“3”指
的是政府、高校、社区三方合作；“2”是打造
实践基地、培训基地两个平台；“1”是指一
个核心：为群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完备的公共
服务体系，既是构建现代城市体系的应有之
义，也反映出执政者对人民生活的关怀。

如今，随着一系列免费服务落地生根，
安阳的文化氛围愈加浓厚、民风愈发淳
朴、人民生活愈加美好，城
市发展日新月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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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职工文化体育中心免费乒乓球场馆

寒冬里的“暖心屋”

12月 16日，安阳气温低至零度。随
着气温降低，户外劳动者面临的工作环境
越来越恶劣。环卫工、交警、市政工作人
员、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到哪能歇歇脚、
暖暖身子，吃口热饭、喝口热水？记者在安
阳市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找到了答案。

室温 20度左右，饮水机、微波炉，医
药箱、雨伞、充电器，针线包、毛巾、香皂等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甚至连热饭要用的
锅、碗、筷都有，户外劳动者驿站里处处洋
溢着“家”的温暖。

“驿站面向全市户外劳动者免费开
放。”工作人员介绍，“每天都有环卫工人
来这里喝口热水、休息片刻，看着他们脸
上露出笑容，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今年年初以来，安阳市各级工会整合
社会资源，按照有统一标识、有固定场所、
有完备设施、有管理制度、有人员管理、有
地图可查“六有”标准，大力开展工会户外
劳动者驿站建设，切实解决他们“吃饭难、
喝水难、休息难”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冷
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伤可用药”的“暖心屋”。

目前，全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户外
劳动者驿站”81家，预计今年年底将建设
超过100家。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驿站的管
理、运行机制，让‘爱心屋’用起来、活起
来，让广大户外劳动者体会到尊重和关
爱，从而形成人人尊重劳动，人人关心劳
动者的良好社会氛围。”安阳市总工会权
益保障部部长贺宝强表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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