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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汤阴县

治好城市“小毛病”
解决民生“大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原金贵）“路缘石这么一改造，进出胡
同方便多啦。”12月 10日中午，汤阴县大北街居民刘大姐
骑电动车带着放学的儿子回家，轻轻松松就骑进了胡同，
她高兴地说，“改造路缘石事情虽小，解决的却是我们出行
的大问题。”

城市怎么建，群众说了算。汤阴县在城市规划建设
中，广泛征求居民群众的意见，从改善“小毛病”入手，解决
群众堵心的“大问题”。

以路缘石为例，因有20厘米高、与路面垂直，许多老城
居民反映，“‘拦着’胡同口、巷子口，老人、孩子走着不方
便。”“电动车搬来搬去很容易摔倒受伤。”了解到群众的意
见后，汤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立即组织施工人员，对“不
方便”的路缘石进行改造，由垂直改为小斜坡。路缘石轻
轻一“躺”，群众出行方便了“一大步”。据统计，目前该县
老城区的10多条街道共改造路缘石300余处、1200余米。

今年，汤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市政维修“突击
队”，在全县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学校商场等开展常态化、
拉网式修补工作。同时，该局纪检督查室定期巡察，发现
问题登记造册，“突击队”立即抢修，受到群众广泛赞誉。

“城市建设管理重在细节。”汤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他们将继续把市政维修服务的触角延
伸到广大市民的家门口，积极改善城市面貌，确保各类市
政设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9

绿化加速度 来年翠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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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通讯员 杨焱）12月 16
日，记者从中国文字博物馆获悉，该馆和上海交通大学、
（全国）教育书画协会高等书法教育分会联合主办的《写意
精神——中国书法创作世界巡展》日前在联合国总部开幕，
这是该展览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举行开幕展后的海外首展。

此次展览立足于中国书法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集
中展示了近百名国内著名书法家以及高校书法博士生导师
专门创作的书法精品。作品内容高度契合联合国的行政理
念，选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上善若水”等中国古代哲理
名言，让许多联合国外交官和国外友人感受到浓郁的汉字之
美。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文化参赞李立言表示：“此次展览能
够在进一步推动世界人民友谊的基础上，加深人们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巡展期间还举行了“联合国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汉字
的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联合国相关工作人员、阿拉伯语书
法教师和国内学者、书法家围绕“如何更好地加强中国文化
与世界文化的交融”进行了交流。

据悉，《写意精神——中国书法创作世界巡展》将于明
年在埃及、德国、希腊等国家展出，以中国书法为载体，让世
界人民体悟汉字，了解中国。9

中国书法走进联合国

小山村的漂亮“腾空翻”
——安阳市东五龙沟村以脱贫促振兴实例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干就一次性干到位，脱贫、振兴一起
抓，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小米加工厂招
标加快推进。”“明天再跟企业把田园综合
体项目深入谈谈。”……12月 13日，安阳天
气寒冷，但洪河屯乡东五龙沟村村委会议
室里却“热火朝天”，村党支部书记田廷林
正和驻村工作队员描绘着“振兴”蓝图。

东五龙沟村是洪河屯乡一个偏远的贫
困村，四面环山，原来村南没有大路，村北
是几十米的陡坡，上坡土路沟壑纵横、大坑
连小坑，村民一遇雨雪天就出不了门，称这
里是“死胡同”。坡地贫瘠、干旱缺水，每年
只种一季玉米，村里人走的走、搬的搬，小
山村一度“萎靡不振”。

“以前支书都在自己家办公，后来邻村
有了村委会，就去‘借’了张办公桌。”当了
30 年村党支部书记的田廷林苦笑着说，
2017年之前，村集体收入还是“零”。

变化就从 2017 年开始。安阳市教育
局扶贫工作队驻村后，积极协调上级资金，
与村“两委”一起修道路、装路灯，完善基础
设施、壮大村集体经济。以脱贫促振兴，小
山村来了个漂亮的“腾空翻”。

“这一‘翻’，俺们钱袋子鼓了。”村民田
志强感触颇深。2003年，他买了几头小牛
犊，当起了“牛倌儿”，可是折腾十几年都没
挣到钱。每到牛出栏的时候他就发愁，“村
里没有路，收牛的大车进不来，牛卖不出
去，也不敢扩大养殖规模。”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驻村工作
队进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投资 100多万元，
修建、硬化道路 3101 米，一条双向两车道
的大路贯穿全村，不仅打通了“死胡同”，还
连接了洪积线、安姚路两条交通“动脉”。

今年国庆节期间，大车直接开到“家门
口”，田志强一次就卖了 10头牛，收入十几
万元，乐得天天哼着小曲儿，他的养殖规模
也扩大到了20头。

路通了，村里又打了一口 172米深井，
管道通到家家户户，自来水24小时供应，彻
底解决了吃水难；修建灌溉渠 1600 米，结
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一年可种两季庄稼；
清理、腾退旧房土地 20亩，种植冬油菜，不
仅给村里增添了“花海”风景，每年还能有2
万余元的收入。

“现在俺村集体收入突破了10万元。”田
廷林乐呵呵地算了一笔账，“引进光伏发电
站，每年增收5万元；五角枫林业产业扶贫分
红每年2.4万元；成立慷胜种植专业合作社，
销售小米、红薯粉条，每年增收1.2万元……”

更让村民振奋的是，今年上半年，东五
龙沟村有了自己的村委会办公用房。村委
会在村北头，200平方米、10间房，党员活
动室、会议室、便民大厅等一应俱全，门前
广场上还添置了篮球架、健身器材，村民办
事方便，还能享受到城里的“配置”。

“今年脱贫摘帽没问题。”田廷林底气
十足地说，比起那些外在变化，更让人欣喜

的是村子“精神”了，村民脱贫、发展的信心
更足了。这种由内而外的变化，正在激发
着这座小山村的深度变革。

变革的小山村传来喜讯。安阳一家农
业技术公司看中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和浓郁
的山村风情，想和村里合作，整村打造集农
家生活体验、休闲采摘、观赏风光等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双方“一拍即合”，目前正
在密切洽谈具体方案。

“这个项目能搞成，我们村就成了‘度
假山庄’，振兴指日可待。”田廷林信心满
满，“俺们村有奔头！”

洪河屯乡辖 33个行政村，东五龙沟村
只是其中一个代表。

“乡村振兴，稳定脱贫是前提。洪河屯
乡既无区位优势，又缺工业基础，只有咬紧
牙不松劲，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筑牢根基，
形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动，才
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洪河
屯乡党委书记葛志强表示。9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真没想到，这群学生
将宋朝宰相韩琦演得活灵活现，太精彩了！”“让学生参与
社会实践，开阔学生视野，很有意义。”近日，由 300多名安
阳市第八中学学生演出的历史剧《韩琦下川中》登上舞台，
获得广大市民“点赞”。

北宋著名政治家韩琦是安阳的历史名人，该剧讲述了
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韩琦以体量安抚使身份赴
四川赈灾，千方百计救活190余万饥民的感人故事，再现了
他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丰功伟绩和爱国情怀。

今年以来，安阳市第八中学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为主
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该校教师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编
写了《韩琦下川中》历史剧。同学们精心排练，11月 28日，
该剧在安阳市中原大剧院首演便轰动全场。

“这是学校教育的一大创新。”“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精
彩剧目。”学生家长纷纷表示，历史剧让广大学生观众感受
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了青少年对祖国的热爱。

据了解，《韩琦下川中》还将在该市韩琦庙、昼锦堂等
地演出，进一步展示学生风采，激发更多青少年的爱国情
怀。9

学生“演”历史 激发爱国情
——历史剧《韩琦下川中》获好评

上下“一盘棋”同心“绘新绿”

12月 13日，刚过早上 7时，安阳市龙安
区林业局局长李红林便带着 20名绿化队员

“上工”。
晨光熹微，站在国道 341跨国道 107立

交桥上举目四望，两侧各 30米的“绿带”在
大地上伸展开来，高3米、胸径4厘米的五角
枫、香花槐等如忠诚的士兵昂然挺立。

30米外的空地上，两台拖拉机“背”着
钻头在地上打下一排排树坑，扶树、填土、浇
水，栽下棵棵油松、复叶槭、银杏、玉兰，李红
林和队员们分工协作，干得热火朝天。

“从 11月初开始就一天没停，总共投入
600多人、100多台大型机械，目前已经造林
1万多亩。”李红林抹了把汗说，今冬明春他
们计划造林13500亩，启动龙安区万亩森林
公园建设，围绕“两库一泉”、善应镇、马家乡
打造“绿色”旅游环线，加速增绿量、提品质，
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龙安区是安阳市提速国土绿化行动的
一个缩影。林州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滑县、
汤阴县启动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内黄县新建
省级湿地公园……全市“一盘棋”，同心“绘新
绿”。11月 22日，安阳市四大班子领导前往
汤阴县韩庄镇义务植树基地，与600余名机
关干部、部队官兵、群众代表一起参加冬季义
务植树活动。当天，全市各县（市）区参加冬
季义务植树总人数 1.3 万余人，植树面积
118.66公顷，完成义务植树12万余株。

“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掀起全市冬季
造林的高潮。”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现场发
出“动员令”。

时隔不到两周，12月2日，安阳市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通过《安阳市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建设森林安阳2020年工作方案》。紧接着，
12月3日，安阳市召开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建设森林安阳动员大会，对今冬明春及2020
年全市国土绿化各项工作再推进、再加速。

提质增效益 擦亮“绿底色”

2020年，安阳市将以“加绿量、提质量、
增效益”为目标，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国土绿
化提速行动，持续加大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
生态系统修复，有效拓展生态空间；大幅度
提升生态资源质量，着力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和林地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全面
加强现有生态资源保护，夯实绿色本底，筑
牢生态屏障。

国家森林城市——安阳，为自己设定了
更高的目标。该市规划京广高铁、京港澳高
速、南林高速等 20条廊道绿化任务，对现有
生态廊道查漏补链、巩固提升，做到乔木与
灌木结合、落叶与常绿结合、防护与美化亮
化结合。除此之外，还将新建设片区绿化19
处，绿化美化乡村 501 个，完成森林抚育
13.1万亩。

目标已定，怎样落实？《安阳市实施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安阳2020年工作方
案》给出了具体的“行动指南”：

生态廊道品质提升，完成京广高铁 45
公里两侧各 100 米种植结构调整，种植林
果、花卉苗木，其中安阳县 18公里，汤阴县
25公里，文峰区2公里。

山区、平原增绿增效，大力开展人工造
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25°以上陡坡耕
地、15°以上重要水源区坡耕地退耕还林还
草。殷都区新建铜冶化工园片区绿化 1000
亩；龙安区完成新建南岭岷山集团片区绿化
5000 亩、豫北金铅厂区片区绿化 5000 亩；
林州新建淅河百果园800亩；汤阴县新建琵
琶寺生态核桃基地5000亩。

森林乡村创出特色，开展村旁、宅旁、坑
旁、路旁“四旁”植树，村屯绿化、庭院美化等
身边增绿行动，让人们望得见青山、看得见
绿水、记得住乡愁。

一年接着一年干，来年翠色满古城。
“全市将深入推进造林绿化工作在提速

提质和重点突破上取得实效，擦亮安阳‘绿
色’发展底色，让山更青、水更绿、城更美，群
众的生态获得感越来越足。”安阳市林业局
局长宁红亮表示。9

本文图片由安阳市林业局提供

过独木桥、投沙包、踩气球、50米接力……为了让残障
人士更好地融入社会，弘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精神，安阳
市残联、安阳市总工会、安阳市慈善总会等单位，根据残障
人士各自特点，联合举办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近百名
残障人士在180余名志愿者及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
各类比赛项目，现场掌声和欢笑声不断。图为爱心人士和
盲人女孩一起绑腿跑 9 文/张遂旺 图/李 岩

纸雕起源于汉代，是民间
传统手工艺术之一。纸雕
与剪纸的区别在于，剪纸
主要技法为“冒铰”和
“拓样铰”，无需画稿。
纸雕则需绘制精细的
画稿，然后用刻刀去
黑留白，讲究圆如
月、尖如芒、方如砖、
缺如锯、线如须，融合
绘画、帖花、刺绣等多
种艺术表现手法，形成
洗练、纯美、完整的艺术形
式和独特的造型体系。

安 阳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传统纸雕传承人陈艳清，坚守
这门技艺20余年，对传统纸雕流程、技法进
行了挖掘和系统整理，在继承前人刀工、技
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一叠红纸、一支铅
笔、一把刻刀，将古都人文、建筑、历史风貌
刻得活灵活现，人物、动物、植物穿插其中，
丰富的空间感、层次感展示出别样魅力的
“纸上安阳”。9 张龙飞 崔颢 摄影报道

传统技艺
刻出别样精彩

□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

实施“创森”重点项目

274 个 ，总规模 37.23 万

亩，总投资 106亿元。全市

新增城市绿地 2.08 万亩，

新建百亩以上公园 17 个，

街心游园 60 个；新建城市

防护林带 6 条、200 公里，

新增城郊森林 3.3 万亩；新

建 3个国家湿地公园，333

个乡村游园，175个森林村

庄、森林单位……今年，安

阳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这是一座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的至高荣誉。古都安

阳再添一张亮丽的“国字

号”名片。

荣誉来之不易，安阳将

如何把这块金字招牌擦得

更亮？“2020年再完成营造

林 22.12 万亩。”安阳的答

案是，“以加绿量、提质量、

增效益为总要求，加速国土

绿化，让绿色铺满全城。”

京港澳高速两侧植绿成景色

国家森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安阳—安阳

纸
雕

大图 雕刻纸雕作品
小图 传承人陈艳清展示纸雕作品《戏蛇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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