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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月亮湾

坐在月亮湾的凉亭里，还未开口，

就被当地的老大娘“搭腔”了：“俺这儿河

水好，水带风，吹得人凉快。”“俺屋里有

空调也不想开，不抵到这儿来歇着。”

话语简单，却不难听出眷恋与满

足。仔细想想，若时间倒回过去，还会有

这样的攀谈吗？黄河从来都不只是黄

河，更承载了多少人的黄河生活。贫穷

苦难是真，幸福快乐也是真。如同黄河

水滔滔，黄河岸边的故事也不会停止变

迁。尤其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的当下，我们看见产业在这里开

花结果，我们更可以笃定这里美好的未

来。③9

采访手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映 张晓静

台前县清水河乡甘草堌堆村的
位置很好找。

黄河在台前境内拐了6个大弯、7
个小弯，甘草堌堆村正好在一个拐弯
处。这个弯是黄河濮阳段河道最窄
处，也是该县孙楼黄河控导工程49道
坝守护的滩区。

沿平坦的公路行驶，数着连绵不
断的绿树、灿烂相迎的格桑花和太阳
花，车直接开进了甘草堌堆村正对的
河湾。水面上咋还有条路？

“这条路横跨整个河湾，被它圈
起来的、紧邻村庄的部分，就是正在
建设的‘黄河月亮湾印象体验地’。”
村党支部书记辛改云解释，路是濮阳
市黄河滩区通道项目中的一段，不仅
方便了村民去濮阳县、范县、濮阳市
区，还让该村能联合周边共同发展旅
游产业，“原来这儿都是老鸹窝，现在
栽了花、树，再加上区域黄河民俗文
化和俺村的红色文化，很吸引人。”

1933年，甘草堌堆村诞生了台前
县境内第一个中共党小组。但作为“红
色摇篮”，这个村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并不“醒目”，不少人会感叹一句“只是

有一个历史”，谁让它是偏僻的落河村
呢？

如今，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挂着一
张地图：月亮湾被涂作蓝色，以它为
中心，赤橙黄绿的色块依次排开，分
别标注“肉牛养殖基地”“林下养鹅基
地”等，远看就像一个绚丽的花园。

或许这正是“月亮湾”的名字蕴
藏的启示吧——产业遍地开花，让这
块土地绽放出美如皎月的光芒。

黄河丰盛养殖专业合作社是村
里产业开始的地方。30多亩养殖区
里，打草机、拌料机、储草坑、养牛槽
一应俱全；200多头西梅塔尔肉牛在
这里悠闲地或坐或卧，10多个月出栏
后，每头牛又净换回四五千元。

“2014年俺刚开始当村支书，一
心想着给村里谋点事。出去又看又
问，决定先办个养牛厂。”辛改云当年
自费拿出 10万元，和两名村干部、一
名“能人”一起带动了3户贫困户，“因
为投资比较大又是第一次养，第一年

没有赚到钱，第二年俺又投进去26万
元。后来见了效益、扩大了规模、贫
困户脱了贫，俺才把资金撤出去。”

尽管每年能从合作社拿到十几
万元的收入，70岁的脱贫户陈兆乾还
是舍不得离开这里。“年龄大了，别地
儿也不要俺。”陈兆乾说，家门口的活
计，比他年轻时出去跑生活还舒心。

西瓜，则是甘草堌堆村种植业的
一个代表。走下一条长长的坡道，就
看到64岁的瓜农王伯明忙活着除草、
拉红线吓走马嘎子（喜鹊），“这是才

‘起’的新地，所以最重要还是上粪养
土，用香油渣子跟豆饼养瓜。”要理解
王伯明说的“起地”，还得从甘草堌堆
村的村名讲起。村里老人说，堌堆就
是大的沙土堆，因为种不出小麦，只
能种上甘草。

甘草堌堆村有淤泥地，更多的是
沙土地。黄河改道，该村原本高低不
平的地被取土卖掉，就有了更多能种
的地。“村里给规划了路，修了灌溉

渠、排水渠，搞种植很方便。不过现
在土地没‘劲’，种西瓜、花生、玉米更
合适。”王伯明说。

因为种瓜，王伯明还总能想起用
两分钱买一小块西瓜的贫苦日子。“现
在日子好过了不说，俺们能得到的照
顾也多。俺家2017年脱了贫，但脱贫
不脱政策，心里更踏实了。”王伯明一
件一件数着：公益岗每月600元工资，
到户增收项目每年分红 560元；村里
12亩光伏基地每年分红1000元，给其
他兜底户每年2000元。

从西瓜地重回月亮湾，岸边已
聚起遛弯、游玩的村民。“花”开月亮
湾，村民们只管一迈步，把有的没的
都抛在身后，追着美的好的走。③9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高温酷暑，八月未央。8月 16
日，光山县罗陈乡张楼村种粮大户
刘正礼特意起了个大早。

经历过干旱、暴雨和洪水，终
于盼来了今年 1300多亩再生稻头
茬开镰的大喜日子，刘正礼特别高
兴。

儿子刘义超参加市农业农村
局组织的乡村振兴人才培训，头天
晚上刚去南京大学学习，指望不
上。儿媳妇要照看孙子、孙女，还
要留在合作社接订单、组织发货，
也不能让她去。和往常一样，刘正
礼依旧叫起老伴，陪着他
一块下田。

尽 管 早 已 检
修过联合收割机
和运粮的拖拉
机，他还是不
放心。凌晨
5点多钟，他
和老伴来到
农机仓库，又
仔 仔 细 细 检
查了一遍。等
到几位农机手
过来时，太阳才爬
上东边的小山，把天
边的云彩映得通红。

刘正礼是信阳市第一批尝试
种植再生稻的农民，至今已有 6年
历史。今年他把流转的 5000多亩
水田中的 1300 多亩种上了再生
稻，其余采用虾稻共作模式，改种
中晚熟的有机香米。信阳全市再
生稻种植面积已扩大到了 32 万
亩，仅光山县就达5.2万亩。

“现在种粮食不讲科学可不
行。”刘正礼认真地说，“市、县农技员
经常来讲‘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手
把手地教我们怎样种好粮多打粮。
我们还与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
长赵全志教授建立了热线联系，争
取成为他们的研究生实训基地。”

坐在田埂边的大树下，看着联
合收割机来来往往，刘正礼掰着手

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种植再
生稻一次插秧，两次收割。今年虽
说遇上干旱、洪水，头茬亩产至少
也有 600公斤。二茬虽说产量低，
可稻米价钱高，每亩也有上千元收
益。如果不是季节不等人，我还想
扩大种植规模。”

正说话间，田间联合收割机的
储粮仓满了，开了过来。老刘赶紧
爬上拖拉机，指挥农机手对准卸
粮。一旁的老伴也默契地跟过来，
上车帮忙。手捧着卸粮管看着金
黄的稻谷哗哗流出，夫妻俩的脸上
乐开了花。

“粮食运回去就直接送到烘干
车间！”一车装满，老刘下了车，大

声叮嘱司机师傅。
为了让光山更多

的农民种好粮，也
让 更 多 的 人 吃
到 优 质 放 心
粮，刘正礼筹
资2000多万
元 ，办 起 了
青龙河农业
机械化农民
专业合作社，
建 起 了 现 代

化的粮食烘干
加工厂和万吨恒

温粮库，注册了“正
礼”粮食商标。

“毫无疑问，我家水稻丰收
喽！从现在开始，直到国庆节前
后 ，只 要 天 气 好 ，天 天 要 收 粮
啊！”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刘正礼认
真地说，“农民种粮不容易，都是一
颗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可不能浪
费啊！”③9

图为8月16日，青龙河合作社
社员正喜收头茬再生水稻。⑨6
谢万柏 摄

“我家水稻丰收喽！”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脱贫户在给肉牛喂食⑨6

黄河月亮湾印象体验地生
态怡人⑨6 均为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梁莹莹 摄

乡村名片

台前县清水河乡甘草堌堆村，
被誉为该县的“红色摇篮”。该村北
依黄河大堤、南与山东隔黄河相望，
因地理位置偏僻、旱涝灾害频繁等
原因长期饱受贫困之苦。2014年
起，甘草堌堆村逐步发展肉牛养殖、
林下养鹅、西瓜种植等产业，并打出
建立光伏扶贫电站、入股企业带贫
项目等“组合拳”。2018年，该村实
现整村脱贫。③9

党建引领 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
——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非公党建成效显著

党员争先，为求新求进
提供内生动力

关键时刻，是最需要人心和力量
凝聚的时候，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更
加凸显。“原先的矿山石料氧化钙含量
低，氧化镁含量高，不适宜开采。政府
帮助企业配备了磨云山的矿山，但磨
云山距离厂区还有段距离，公司就考
虑修一条皮带廊代替汽车运输，既降
低成本又减少污染。”河南锦荣水泥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郭安朝表示。

项目开工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工程进度迟滞。为了把耽误
的工期赶回来，4月底，锦荣水泥召开
动员大会。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总
经理吴建国为队长的会战磨云山党员
先锋队，马卫民、张文民、侯金洲等100
多名党员、干部或领导点名、或主动报
名，前往皮带廊施工现场，三餐工地
吃，晚上加班干。企业主题党日活动
在工地现场举行，党员作为表率，冲锋

在前，党组织作为后盾，做好保障，攻
坚克难。6月 25日，提前两个月建成
了这条总长5.6公里的皮带廊。

磨云山皮带廊输送工程是锦荣
水泥建设绿色工厂、智能工厂的重要
支撑项目，是三门峡市陕州区绿色建

材产业园2020年重点项目，也是锦荣
水泥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缩影。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1月到3
月锦荣水泥销售计划完成率下降
30%。复工复产后，公司针对郑州、三
门峡本地分别制定相应销售策略及

激励政策，发动区域销售人员，尤其
是党员职工，重点了解陕西、山西水
泥市场动向，把握市场需求，积极深
入市场、实地走访自己片区的每一个
工地、第一项工程，区域包站、人员包
户。上半年，销售熟料完成前半年计

划的 94%，销售水泥完成前半年计划
的 91%，销售骨料、砂完成前半年计
划的 93%。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同时，锦荣水泥落实“六稳”“六保”
要求，保持了企业稳定发展，助力经
济恢复性增长。

在非公企业中成立党组织，有利
于确立爱岗敬业的主人翁精神，调动
和激励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夏季气温的升高，给设备的正
常运转带来了困扰，3号水泥磨辊压
机选粉机下轴承温度过高，导致设备
跳停，水泥磨减产、止料。水泥部部
长赵正民和党员贾伟、车间技术骨干
张德申、范寸星等十名员工分析研
究，制定改进方案，对选粉机先后进
行两次技改。

“我们在选粉机入口管道上增加∮∮
500mm冷风口，又在选粉机下轴承制
作冷风套，用65mm钢管引到外部，利
用负压的作用吸入外界冷风，轴承温度
由110摄氏度降到80摄氏度左右。”贾
伟说，技改消除了设备隐患，保证了选
粉机和辊压机正常运行，提高了水泥质
量，“公司还给我们每人3000元奖励。”

为了鼓励职工创先争优，公司党
总支表彰了一批在企业的生产经营、
技术革新、皮带廊建设中涌现出的优
秀党员和先进个人，授予张文民等6名
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胡海
军等10名同志“最美劳动者”称号。

党建引领 为转型升级
提供强大政治保障

在修缮一新的党员活动室里，锦
荣水泥党总支坚持每周五开展一次
党员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每月开展一
次主题党日活动。“围绕‘两学一做’、
加强非公党建的必要性、学习党史党
章、增强党组织凝聚力等主题，党总
支组织党员参加非公党建学习、观看
学习强国视频、参与三门峡黄河国际
马拉松赛等活动。”河南锦荣水泥有
限公司党建指导员张思龙表示。

今年，锦荣水泥党总支已前后四
次邀请郑州、三门峡等地专家教授来
讲党课。“七一”前后，党总支邀请河南
省委党校周楠博士做《坚定理想信念，
不忘初心前行》专题讲座，回顾了共产

党成立以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新
中国成立后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取
得的丰功伟绩，在职工群众中引起强
烈反响，为企业营造了健康向上的工
作氛围。

此外，党总支按照党章党规要求，
制定了明确的党建十项制度，加强政
治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各支部
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每季度召开一
次支部党员大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
党支部委员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党
小组会、每年组织不少于四次党课，严
格组织生活，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加
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提高党
员素质。

为了提高组织生活质量，突出政
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锤炼，坚决防
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锦
荣水泥党总支还开展了党员组织生活
的评比活动，每年评选3次优秀主题党
日活动，各奖1000元；各支部设立2—
3个党员先锋岗；制定岗位标准和评选
办法，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积极组织

“攻坚队”“创新组”“研发团”等，攻
坚克难，提升企业的战斗力和创新力；
每年评选 10个“党员先锋岗”等优秀
团队，各奖3000元。

此外，锦荣水泥坚持党建与企业
组织构架相结合，高规格组建了党组
织领导班子，党总支书记由总经理担
任，总支委员和支部委员全部由企业
领导、中层和骨干担任。坚持“把党
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
的原则，已经把2名党员提拔为副总，
4名党员提拔为中层，10名骨干确定
为积极分子。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经过努力，
锦荣水泥党总支被三门峡市非公有
制经济党工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
织”，党总支书记吴建国获得“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党建指导员张思龙获
得“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王小萍 龚鸣

8 月 17 日，当笔者走进河

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时，只见

一条蓝色的“长龙”出现在厂

区。这条蓝色“长龙”被称为

“皮带廊”，它横跨山岭，连接着

锦荣水泥厂和磨云山。

“这是公司党员、干部加班

加点干出来的工程。”锦荣水

泥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吴建国

介绍，党总支成立一年多时间

以来，按照“一引领”“三结合”

“六提升”的工作思路，党员意

识明显增强，企业员工的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

在三门峡市陕州区非公党

委的领导下，河南锦荣水泥党

总支 2019年 4月批准成立，目

前下辖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

63名。

出彩河南
企业企业

顶着酷暑，党员、干部加紧建设皮带廊 郭安朝 摄

皮带廊施工现场 郭安朝 摄建成的皮带廊 郭安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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