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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张娴）“春节之源 洛阳过年”。随着
应天门3D灯光投影秀、夜游九洲国潮节、隋唐洛阳城国风
音乐季、明堂花月夜等系列活动的开展，隋唐洛阳城已成
为洛阳地标性“文旅打卡地”。12月30日，记者从洛阳市
委宣传部获悉，洛阳将推出隋唐洛阳城“最潮中国年”春节
系列活动，让中外游客在此过上一个难忘的“中国年”。

据悉，2020年 1月 25日至 2月 22日（农历正月初一
至正月二十九）举办“隋唐洛阳城·最潮中国年”春节系
列活动，隋唐洛阳城天堂、明堂、九洲池景点及应天门遗
址博物馆将围绕“隋唐祈福享年味”“隋唐灯会品年韵”

“隋唐年戏赏年趣”三大主题活动，讲述隋唐历史，展现
宫廷文化。天堂、明堂、九洲池景点及应天门遗址博物
馆将分别开展不同风格的活动。其中，应天门遗址博物
馆以“诏令天下开端”应天鼓典故，传播隋唐宫廷礼制；
天堂、明堂景点以“武则天开武举殿试”明堂艺表演，传
播隋唐科举文化；九洲池以“北方皇家园林”九洲夜盛
景，展现隋唐休憩生活。

目前，该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中，欢天喜地过“最潮中国年”的气氛日渐浓厚。6

来隋唐洛阳城
过“最潮中国年”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杨孟岩）12
月23日，洛阳市2019年度党建工作责任制述职评议暨基
层党建工作推进会议在洛宁县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
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通过观摩交流、述职评议，回
顾检视一年来该市基层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落实情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当天，与会同志观摩调研“党建引领、‘三治’并进、
服务进村（社区）”工作情况。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大抓
基层党建，通过“三治”并进实现由“乱”到“治”、创新基
层治理。长水镇针对三龙庙等五个山区村群众 80%以
上搬至镇区的情况，设立“五福”联合党群服务中心，集
中整合五个村的服务功能，实现“山区支部进社区，服务
群众零距离”。在关庙村金珠沙梨基地，记者了解到，该
村以“村党支部+产业协会党支部”作为“双轮”驱动，实
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洛阳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表示，该市还将持续以
“河洛党建计划”为抓手，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
面过硬；进一步聚焦基层，扎实推进“党建引领、‘三治’
并进、服务进村（社区）”，加快构建基层组织体系、治理
体系和服务体系，着力加强乡村治理。还要进一步强化
落实，以上率下、完善机制、搞好结合，不断强化落实力
执行力穿透力，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提供坚强保
证。6

推动“三治”并进
创新基层治理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何婧）12月
26日，记者从洛阳市财政局获悉，洛阳发放 1.59亿元应
急稳岗返还补贴，中国一拖集团公司、洛阳 LYC轴承有
限公司等32家企业获得此项政策支持。

据悉，洛阳市财政局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延续失业保险返还政策的基
础上，对受贸易摩擦、国内外经济形势或其他客观因素
影响的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企业，按程序
审核发放应急稳岗返还补贴。

该市按照企业提交申请前6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
缴纳社会保险费 50%的标准发放应急稳岗补贴。补贴
资金优先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
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帮助
企业脱困发展。

与此同时，实行集中审批，企业“只跑一次”。洛阳市
“放管服”改革，简化程序、缩短流程、提高效率。建立健全
补贴资金审核、公示、拨付等监督机制，畅通举报渠道，确
保资料完整、数据真实、程序合规。

洛阳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洛阳市财
政将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实就业优先政策，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支持企业健康发展，促进全市就业
保持总体平稳。6

洛阳发放1.59亿元
应急稳岗返还补贴

在吉利区康乐街道中油社区，立志一辈子学雷锋的马玉林组建了一支担架
队，十年坚持义务助邻——

初心，托起响当当的担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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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李梦龙 周慧婷

10年，“三分钟能赶到绝不三分半钟赶
到”，抬担架救助200多人，不接受任何人的
吃请；10年，一次次给去世老人脱衣、净面、
净身、穿寿衣，从不接受任何人给的报酬；10
年，带出一个“初心”志愿服务队，成为小区
最响亮的品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吉利区康乐街
道中油社区，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马”。他
叫马玉林，今年76岁，双目有神、声如洪钟，
一身的肌肉。这位“老型男”，是社区“初心”
志愿服务队的“领军人物”，兼任“及时雨”志
愿服务队队长。

老马的名字，社区居民几乎人人知道；
老马的手机号，社区居民都有收藏。

立初心
“我和雷锋握了手，这辈子都忘不了”

用担架抬病号、跑腿挂号、为患者买
饭……8月 29日，忙碌了近 3个小时，直到
下午 4点多钟，安顿好患者后，吉利区康乐
街道中油社区的几名志愿者才离开医院。

志愿者中那位个子不高、精神矍铄的老
人，就是老马，他是社区 115名志愿者中年
龄最大的一位。自2009年加入社区志愿者
服务队以来，马玉林十年如一日，只要居民
有需要，他随叫随到，成了社区里广为人知
的“及时雨”。

问他为何要这么做？为何能坚持这么
做？老马呵呵一笑，说：“雷锋是我学习的榜
样，我是受雷锋精神感召的！”

马玉林籍贯是辽宁抚顺，那里是雷锋同
志的第二故乡。1960年冬，正在读初三的
马玉林参加了雷锋同志在抚顺市为全市中
学生作的忆苦思甜报告会。

“报告会结束后，作为学生代表，我和雷
锋握了手，这辈子都忘不了。”马玉林回忆
说，从此，向雷锋同志学习，就像一颗种子在
他心里扎了根。

1963年参加工作后，无论在哪个岗位，
马玉林都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帮列车员
打扫卫生，为单位通勤车当义务管理员……

2009年 12月 5日，中油社区成立志愿
者服务队，主要帮助辖区空巢老人和困难家
庭。马玉林和妻子毫不犹豫报了名，并成为
社区第一对夫妻志愿者。

“12月 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那一天我

忘不了。从成为志愿者起，我感到‘第二春’
真正来了，我知道自己退休后该干什么了！”
马玉林的眼里闪着光芒。

守初心
“绝不能在抬病号时趴下！”

中油社区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地工作，
留守在家的老人遇到急难病情，上下楼都
难。如果再遇到其他不测，更难了。

社区老人杨林生家在四楼，每个月都要
到医院换两次尿管。患病8年里，马玉林和
志愿者抬了他8年。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
夜，老马随叫随到。挂号、看病、抬上抬下，
经常累得大汗淋漓。

“只要接到电话说要抬病人，我感觉浑

身都是劲。三分钟能赶到绝不三分半钟赶
到！”言语间，马玉林满面笑容。

“别小看抬担架，这是力气活，还是技巧
活。关键要掌握平衡和配合，上下楼梯要抬
稳，十分不易。”作为志愿者担架队的队长，
马玉林接着说，“我和大家不断总结经验，并
定期训练：先热身，防止受伤；用床单、布带
等固定病人；下楼梯时头朝上、脚朝下，尽力
保持平衡……”

10 年来，担架队累计救助社区 200 余
人，上下楼梯1000多趟，没有一次失误。不
为人知的是，10年里，马玉林从未回过东北
老家一趟，也未远途旅行过一次。就连洗
澡，他也是趁中午时间快速洗完。“我怕接不
到电话，人家着急！”马玉林说。

如今，担架队更名为“及时雨”志愿服务

队，从 15人发展到现在的 40多人。服务也
不再限于抬担架，治安巡逻、健康宣讲、帮扶
贫困、民事调解、义务理发……能做的事情，
他们样样都做。

传初心
“做一名响当当的共产党员”

每月 16日，中油社区志愿者们都会齐
聚一堂，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例会。满
头银发的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唱歌、朗诵、
学习、分享身边好人好事……现场欢乐不
断。

马玉林口才好，顺口溜总是脱口而出，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中油社区党支部书记
周新道说：“在老马带动下，不仅发言的人越
来越多，大家的干劲也更高涨。”

乐天派的马玉林，在儿时也过过苦日
子。在那段日子里，他说自己最感谢的是共
产党。“共产党对我有恩，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回忆过去，马玉林眼圈
红润。

2016年 12月 5日，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七周年。社区党组织找马玉林谈话，希望他
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并将一本崭新的党章交
到他手中。

马玉林内心无比感动，当即表态：“向党
组织靠拢，一直是我的梦想。”回家后，他认
真对照党章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用心
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逐字逐句修改，直至
深夜。

2017 年 3 月，吉利区委组织部同志在
中油社区参加微党课，聆听社区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的先进事迹。看着图片中自己和
队员们忙碌的身影，听着自己参与的一件
件帮扶故事，马玉林再也按捺不住，用双手
捧出入党申请书说：“这是我的入党申请
书，我决心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场掌声雷
动。

2018年 9月 30日，中油社区党支部召
开党员大会，全票通过了马玉林的入党申
请，决定发展其为中共预备党员。当社区党
支部书记周新道正式宣布决定时，马玉林强
忍热泪。

如今，老马已正式转正，他说：“一定做
一名响当当的共产党员，实打实地帮助咱老
百姓！”

说话时，一抹阳光正好映在老马身上，
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6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邓金慧

养老服务是民生大事，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幸福安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
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

12月 16日，记者来到偃师市缑氏镇仁
和医院康复养老院。在老年活动中心，老人
们围坐下棋、读书看报，不亦乐乎，这里成了
他们“第二个家”。

医养结合
让老人病有人医、老有人养

医疗机构不能养老，养老机构不能看
病，医养“两张皮”长期以来制约着老年健康
事业的发展。对此，偃师市进行“医养结合”

模式的探索。
“屋里有暖气，吃饭可点餐，这里省去了

挂号手续，还提供免费咨询、测量血压。”在
仁和医院康复养老院，84岁的曲先觉告诉
记者，这里的老人们不仅解决了一日三餐，
更得到了精神慰藉，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偃师仁和医院是集养老康复、医疗于一
体的医养结合、民营医疗机构。该机构成立
于 2014年 5月，通过盘活废旧厂房闲置资
源，依据农村特点，发展乡镇养老。健康检
查、医疗咨询、疾病诊治、大病康复等一体化
服务，使空巢、孤寡、失能老人，思想上有所
寄托，生活上有所满足，环境上有所改善，健
康上有所保障。

“养老院与医院的结合，实现了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开创了医养结合的新模式，老
人们在享受生活护理服务的同时，还能享受
到心理服务和老年文化服务。”仁和医院院

长曲全和说，下一步，机构还将创新养老模
式，改造2000平方米房屋，成立日托养老中
心，解决老人生活、饮食、娱乐、健康等问题，
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优质服务
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公里”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国家对医养
结合的投入越来越大，各种养老惠民政策密
集出台，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推进医养结合。

2017年以来，偃师市根据洛阳市《关于
印发洛阳市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
合实施意见的通知》精神以及试点工作要
求，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基
层医疗、养老机构医养能力建设。

据介绍，近年来，偃师市高龙镇整合原

有业务用房，建立高龙镇卫生院医养照护中
心。偃师市山化镇探索医、养、康、护相结合
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偃师市职工医院、第
四人民医院及各镇卫生院已与偃师市19个
养老机构、各镇敬老院签订医养结合服务协
议，采取定期巡诊形式为养老机构提供医疗
服务。

与此同时，该市各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居家养老医疗签约服
务。目前，已建立家庭服务团队 296个，完
成了61476名老年人签约服务。

“为解决农村养老缺资金缺人员等难
题，偃师市还鼓励和支持引进第三方运营团
队参与农村养老工作。”偃师市政府有关负
责人介绍，下一步，该市还将加强医养结合
管理，开展养老一体化服务，在各乡镇各村
庄开展居家养老，构建覆盖乡村多层次的智
慧医康养护标准化的服务体系。6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沈若宸 通讯员 路
强）12月 26日，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洛阳市国资
委、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签约仪式在洛阳举
行。

根据协议，洛阳市国资委、国宏集团与上海国有资
本运营研究院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共建“洛阳
国资国企改革研究基地”，搭建国资国企交流合作平台。

在签约仪式上，在洛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及驻洛央
企、省企、市属企业、市属平台公司代表的见证下，“上海
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洛阳国资国企改革研究基地”落户
洛阳和国宏集团加入“全国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创新联盟成员单位”举行揭牌仪式。

作为新中国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共和国工业长
子，洛阳拥有一批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的驻洛央（省）
企，国有企业数量多、国有经济盘子大。近年来，洛阳市
将国资国企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强力推
进，坚决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

据悉，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各方将实现强强联合、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沪洛两地以及全国国资国企改革
合作交流。此次深度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洛阳国资国企改
革综合成效，助推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

上海国资院洛阳国资国企
改革研究基地揭牌

偃师推进医养结合 让老年人“老有颐养”

陆浑湖正式获批陆浑湖正式获批
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湿地公园

本报讯（通讯员 罗孝民 王博）
12月 27日，记者从洛阳市林业部门
获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
2019年试点国家湿地公园验收情况
的通知》，全国 158处试点建设的国
家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被正式命名为
国家湿地公园，河南嵩县陆浑湖国家
湿地公园名列其中。

在嵩县的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
记者看到，陆浑湿地良好的生态环
境，已成为鸟类生活的天堂，吸引了
中华秋沙鸭、白鹭、鸬鹚、斑嘴鸭、骨
顶鸡、灰鹤、小天鹅、大等大量候鸟
在此越冬。鸟儿们或在空中翱翔，或
在湖面嬉戏，或在水中觅食，形成一
幅生机盎然的山水画。6

王继锋 摄

马玉林（右二）和他的担架队
焦青慧 摄

雷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