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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一名党员一面旗

□本报记者 刘一宁

8月17日，武陟县圪垱店乡卫生院二楼医
养中心，马雪娥安顿好 50多岁的贫困户王学
文，就往另一间重症病房走去。“他身体有残疾，
在这里的一日三餐、康复治疗等花销全免。他
媳妇前不久做过脑部手术，也在这里休养。”

在圪垱店乡卫生院医养中心里，有 10多
名像王学文这样身有残疾的贫困户享受免费

“兜底”服务，还有 7名像王学文妻子那样的
人员每月缴纳上千元费用接受社会化服务。

马雪娥利用“家门口”的卫生院为群众提供
服务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2004年，在詹店
乡卫生院工作十几年的基层党员马雪娥调到圪
垱店乡卫生院担任院长。那时，圪垱店乡卫生
院就医环境差、设备陈旧落后。怎么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马雪娥带领全院职工争

取项目，把卫生院搬到交通便利的秦伊村。
这个开在村民“家门口”的卫生院不断壮大，让
不少人享受到“先住院、后付费”的医疗服务。

在农村，谁家有一名残疾人或失能老人，
往往就能拖垮一家人。面对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焦作市积极探索医养兜底保障新模
式。2018年，圪垱店乡卫生院成为焦作市首
批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集中医养工作
试点单位。马雪娥等人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建起了能容纳40人入住的医养中心，为群
众提供无偿或低偿服务。

医养中心康复大厅里，一名中年男子告诉记
者，“马院长不仅找人教我学修理，还经常帮我找
活干。”他说。“修好一个电磁炉最多收20元，贫
困户上门费用还能减半。”马雪娥说，在医养中
心，医护人员探索建立“大健康+小加工”模式，
把康复训练与适度劳动结合起来，帮入住人员
特别是轻度残疾人通过工作实现个人价值。

面对“全国群众最满意卫生院”“全国优秀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等荣誉称号，马雪娥并不满
足，仍然奔波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路上。③9

把乡镇卫生院盘活的“白衣天使”

□工人日报记者 余嘉熙 通讯员 董君亚

有价值的事，不一定要做得轰轰烈烈，也
可以润物无声。对于河南工会来说，无论大事
小事，只要能给职工带来温暖的事就是值得用
心做好的事。在河南全省范围内，一件件看似
平凡无奇的小事，却让河南各级工会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践行着“竭诚服务职工”的初心。

小小心愿汇聚暖流

在河南省总工会“豫工惠微心愿”的微信
小程序里，陈列着 5271个小心愿，这些小小
的期盼，全部来自一个特殊群体——全省县
级以上建档的困难职工。

今年 4月，河南省总工会在全省工会系
统发起“点亮微心愿”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困
难职工解决生活中烦心事。活动发起后，全
省各级工会积极响应，面向困难职工广泛征
集微心愿，同时号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及社会爱心人士积极认领。短短 4
个月，已经有4832名困难职工的微心愿被认
领实现。还有的人通过一次心愿的认领，同发
布心愿的困难职工开始了结对帮扶。事实上，

“点亮微心愿”志愿服务活动只是河南省总工
会开展的“和你在一起”系列志愿活动之一。

今年 2月，河南省总工会下发了《关于开
展“和你在一起”职工志愿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组织，以一线职工特别是农民
工为重点服务对象，以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
动、“点亮微心愿”活动等“七大活动”为抓手，
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职工、劳模志愿服务活动。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
席王保存提出，要树立职工利益无小事的理
念，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深入细致耐心地做好做实职工服务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开展的各类职工志
愿服务活动突破 11万场，参与职工志愿者数
量达到133万余人次。

免费早餐爱心驿站暖人心

8月13日中午，一场大雨突袭郑州，正在街
头奔波的外卖小哥刘刚，匆匆跑进了附近一个
由公交调度室改造成的“爱心驿站”。在河南，
这样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已经建成了6816个。

在漯河，由市总工会每年拿出300万元，联
合市文明办等部门用于为早班环卫工人提供免费
早餐。如今，这项实实在在的暖心工程被列入河
南省总工会每年力争为职工办好的“十件实事”
之一。截至目前，全省工会系统发起的“环卫工
爱心早餐项目”已惠及3万余名环卫工人。

除此之外，河南省总工会发起服务农民工
的公益法律服务行动，累计为1124名农民工
挽回经济损失314万元；鼓励工会会员“绿色
出行”，各级工会累计投入补贴资金 4179万
元；实施劳模关爱工程，为全省近 5万名市级
以上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每人赠送 10
万元人身意外保险；“一元观影”“五元洗车”等

“互联网+工会普惠服务”微品牌越做越实。

细微服务凝聚强大能量

今年“五一”前夕，河南省总工会下发通
知，明确提出在今年的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省
工人先锋号评选活动中，重点表彰疫情防控
一线突出贡献者，并在名额分配上给予倾斜。

除此之外，全省工会累计拨出8184万元
资金慰问一线人员，对1273名支援湖北医务
人员开展结对帮扶，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
342万元；开通抗疫心理援助热线，为一线职
工和医务人员提供 24 小时免费心理援助。
同时，推动艰苦岗位一线职工、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一线职工尤其
是医务人员参加工会组织的疗休养活动。

“既抓大事、急事，又抓小事、平常事，让
主动服务职工成为工会工作新常态。”河南省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寇武江说，要紧
紧围绕党委部署的要事、政府想干的大事、职
工所盼的难事，通过一项项务实有力的举措，
温暖职工、赢得人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凝
聚起强大正能量。
（全文详见2020年8月19日《工人日报》1版）

河南工会让主动服务职工成为工作新常态——

“既抓大事急事，也抓小事平常事”

□冯军福

夜幕降临，凉风习习，虞城县

田庙乡刘杨庄村的梨园文化广场

上喧闹了起来。广场一角，碰

碰车乐园和充气城堡里，孩子

们正在嬉戏打闹；另一角，村里

的大妈们跟着欢快的音乐，跳

起了广场舞。东西一条街上，

服装摊、小吃摊、玩具摊一字

排开，遛娃的、“逛吃”的、纳

凉的，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村党支部书记牛玉旺感

慨地说：“以前到了晚上，大

家都是闷在家里看电视，现

在广场有了、灯光亮了，城里

人的生活方式，咱村里人也

可以享受！”

一条烟火夜市，满满乡

村风味。在经济社会转型升

级的新时代，“夜经济”不再

是城市独享，乡村夜空同样

可以灯光璀璨，并有着独有

魅力：生态环境好，有虫鸣、

星空、清风相伴，让人倍感惬

意；自然资源丰富，多样性生

物、稻田、花海、森林、河流等

密布，田园风光美不胜收；民俗

文化底蕴深厚，打铁花、玩杂技

等民俗展演，为乡村夜晚增添乐

趣。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乡村的

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等

不断被挖掘，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全

方位向农村渗透。这对于那些拥

有资源禀赋的乡村来说，意味着

发展新空间、新机遇。

我省农村人口规模庞大，潜在消费

市场广阔，发展乡村“夜经济”大有可

为。首先，新“夜”态能够带来新消费。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塚儿章村积极推进

乡村亮化工程，提供多种服务项目，吸引

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消费。其次，新“夜”

态也打开了增收新渠道。荥阳市王村镇

许庄村积极打造特色美食文化广场，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创业、就业，同时

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对于人口集中，尤其是有旅游产业

基础的乡村，“夜经济”不仅丰富群众的

物质文化生活，且是拉动内需、助推乡

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的一种鲜活尝试。

但要点燃这一新引擎并非易事。客观

分析，我省乡村“夜经济”的业态还不够

丰富，不少有条件的地方，乡村夜生活

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娱乐休闲功能明显

不足，导致游客“白天看景、晚上走人”

“有流量、少留量”。

怎么让美丽乡村的夜经济“亮”起

来，让游客日有所看、夜有所乐？就全

国范围来看，一些乡村探索出不少好的

“夜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乡村自然

资源+科技型”，如浙江的江北达人村，

依托乡村稻田、星空等自然资源，结合

现代声光电技术，打造极具观赏性的夜

间景观；一种是“乡村文化资源+文创

型”，就像山西司徒小镇的“千人打铁

花”民俗表演，推出一道融合民俗和民

间绝技的地方文化盛宴；还有一种是

“乡村生活资源+休闲型”，比如我省的

“云台山岸上小镇”，通过让游客“品乡

村家常菜、购生态土特产、住特色农家

院”，全方位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由此可见，乡村新“夜”态并不只是

简单地开放夜市、搞特色小吃，还应包

括夜游、夜赏、夜购、夜宿等多种业态。

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在供给端更多发力，

强化硬设施，优化软服务，培育多元化

市场主体。同时，也要避免两种误区：

一是“拿来即用”，一味照搬城市里的夜

生活项目；二是一哄而上，不切实际地

跟风造景、搞同质化竞争。

万家灯火美如画，乡味乡愁浓似

酒。发展乡村“夜经济”，说到底，必须

充分利用乡村自有禀赋和特色，依托本

土原生态民俗文化。保持原生态、留住

乡村味、突出多样性，乡村的夜色才会

更迷人。2

□本报
记者 李昊

“ 赶 上‘ 荷 花
节’，好多人看完表

演，都吃点夜宵。”8月 18日晚
上，周口市淮阳区陈楚古街街
头，街头小贩小张的馄饨摊吸
引了不少行人。

小张说的“荷花节”，是指
上个月开幕的 2020淮阳龙湖
赏荷旅游月。与往年不同，今
年“荷花节”搭上了夜经济这辆

“快车”，不仅首次将启动仪式
放在夜晚举行，还结合文旅特
色推出一批夜游项目。

站在古街入口环顾四周，
万亩龙湖近在咫尺。湖面上，
波光粼粼青雾浮动，月光如水
般倾泻，不住地在荷叶间流转；
湖岸边，直播带货热闹非凡，身
着汉服的小姐姐们热情介绍着
泥泥狗、布老虎等特色产品；临
湖古街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

夜幕下的龙湖“烟火气”十
足。观夜景、看演出、品美食、享购物，多元
化服务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古
城夜经济悄然兴起，一个产业集聚的环龙
湖夜间消费经济带正逐渐形成。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我们从郑州过来，住在山里
的民宿，白天游山玩水，晚上
特地到电音节嗨一把，晚上的
云台山和白天很不一样！”8月
17日，90后游客黄凯说。

在动感音浪中摇摆热舞、
在炫酷激光秀前拍照打卡、在
美食市集里大快朵颐……随着
暑期到来，亲子、家庭、学生游
客持续增长，云台山景区整合
岸上小镇的餐饮、住宿、购物、
交通、娱乐以及云台山夜游等
业态，推出了岸上小镇夜间新
产品——云台山电音节。据了
解，云台山电音节邀请国内知
名 DJ、摇滚乐队加盟，为游客
带来充满激情的音乐狂欢季。

“电音节的举办，有力拉动
了景区及周边小镇的消费热潮，通过‘活动+
政策+宣传’的营销方式，不仅为景区带来了
20万名游客的新增量，还带动周边民宿、餐饮
等文旅链条业态的快速复苏。”云台山景区营
销总监吴沛萌说。

步入云台山夜游，只见山水桥林光影绰
绰，耳闻虫鸣鸟叫溪水声声。2018年7月6日，
云台山夜游开景，实现了白天资源晚上用，填
补了景区夜游项目的空白。该项目利用声、
光、电、全息投影等高科技，开景3个月就吸引
了近30万名游客，成为中原地区夜游新地标。

“云台山电音节是一次成功尝试，下一步，我
们将把云台山岸上小镇建成音乐小镇，发展音乐
文化和相关产业，打造具有音乐特色的小镇夜
经济。”云台山景区管理局局长马春明说。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老板，来碗浆面条!”8月19日
傍晚，在南阳市新华东路上的小吃
门市“贵菊菜合店”的门前，操着浓
重口音的赵先生不经意遇见了老
乡，邻桌人主动跟他搭话：“咦！老
表，你也是内乡的？”

“是哩是哩！我是马山口哩，你
哪里？”赵先生赶忙“攀扯”，听到邻
桌说“俺是灌涨街上的”，顿时倍感
亲切：“老乡！咱一起吧。”

这样的乡情对话，经常性在南
阳宛城区的“风味一条街”上演着。
如今“夜经济”大潮兴起，这条横穿
老城区的街区上，愈来愈多的美食
小吃更带旺了人气。

不仅在新华东路，周边同属于老城范围的
南阳府衙步行街也形成了稳定且火热的“夜经
济”商圈，这里的时尚美食店铺，从中午开始就
人头攒动。而宛城区新兴的360商业综合体，
不但是老城崛起的新地标，更是和新华东路、
府衙步行街形成了“越夜越旺”的夜市商圈。

从今年6月起，南阳市中心城区批准设置
的 109个销售临时市场和 6个夜市市场先后
开放营业。而夜市经济的规范有序，让消费者
有了更多消费选择，同时也为生活困难的群众
增加了一条创业道路，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随着当地政府部门先后出台“松绑”政策，
南阳“夜经济”正渐入佳境。滨河路、泰山路等
街头巷尾，夜市烧烤的灯火迷人双眼，卧龙岗景
区、仲景医圣文化园等周边，烟火味浓郁……古
城南阳的文化味与美味相交融，现代和传统互
为映衬，夜色中的宛城分外多娇。③4

新新““夜夜””态态
点亮美丽乡村点亮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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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郭歌）8月 18日，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洛阳大谷关客家小镇
关城工程于日前正式开工，标志着大谷关客
家小镇“关、馆、道、台”四处重点工程已全部
开工建设。大谷关客家小镇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黄河文化根亲新地标和全球客家人寻根
问祖的精神家园。

依据考古发掘情况和历史资料，大谷关
关城工程整体设计方案采用“口”字形关城形
制，设双关楼。关城南北长 135.9米、东西长
212.7 米，关墙平均高 10米。南关楼采用双
层建筑，总高约 30米，北关楼采用单层建筑，
总高约 22 米，关楼大木作采用汉代建筑造

型，将完整还原汉代关城风貌。
大谷关客家小镇位于洛阳市伊滨区寇店

镇，规划范围约 2平方公里，总投资约 6.83亿
元，以打造“关、馆、道、台”为展示重点，即大谷
关、客家之源纪念馆、大谷古道和3座烽火台。
其中，“馆”“道”即客家之源纪念馆与大谷古道
建设正酣，预计12月底基本完工。

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洛阳是客家人
首次南迁的出发地，古道、水系、关城等历史
要素聚集于此，河洛文化、关隘文化、南迁文
化等文化内涵丰富，大谷关客家小镇项目建
成后对促进客家寻根拜祖和文化交流，提升
城市文化形象有着重要意义。③5

大谷关客家小镇关城工程开工
洛阳将添黄河文化根亲新地标

科技创新创造新活力
——来自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系列报道之一

□张遂旺 郜克明

前言 作为一家高科技知名医药
企业，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近年来
狠抓科技创新、产品质量、安全环保、
人才培养等工作，走出了一条高质量
发展之路，产品远销 60多个国家和地
区，成功地站上了中国制药行业竞争
制高点。这家企业的成功有何奥秘？
我们从今天起刊发来自河南利华制药
有限公司的系列报道。

科技的高度决定了企业的高度。
近年来，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利华制药”）以科技创新促进产
品创新，激活发展新动能，让新成果以
最快速度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企业步
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8月 17日，笔者来到地处安阳市高
新区的利华制药，走进生产二部L11车
间，没有闻到预想中浓郁的药味，只见
正在运行中的生产设备，洁净无尘的管

道，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偌大车间。漫步
其间，呈现在眼前的是精细和严谨，顿
时让人产生极其震撼的感觉。整个车
间里仅有十多名员工在有条不紊地忙
碌着，雪白的泼尼松龙产品，源源不断
地从生产线上缓缓流出。

“这就是利华制药原料生产线，主
要生产抗毒、抗炎、抗休克药物的原
料。这种原料需要100多种辅料，生产
的难度可想而知。”利华制药总经理牛
志刚介绍说，“这条生产线完全符合国
际标准，在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敢于不断突破和颠覆自己，这是
时代所需要的。利华制药对于产品品
质有着极致的追求，技术改革创新不
停步，采用目前世界先进的制造工艺，

同时在管理上始终贯彻最高的环保标
准。

利华制药的成长发展，经历了风
风雨雨。1994年，利华制药在距离市
区较远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地方起步。
最初在几间破旧的厂房里，用十分简
陋的仪器设备生产几种激素类原料药
泼尼松龙和泼尼松，年生产量仅有
6000公斤。

历经 26个寒暑，利华制药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经过多次蜕变，于 2015
年被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收购，才真正走上了跨越式发
展轨道。

加入溢多利以后，利华制药加大科
研投入力度，推动新产品研发和工艺改

进。出台科研项目奖励办法，构建富有
活力的研发体系和成果导向的激励机
制，激发研发人员的干事创业热情。

走进利华制药三楼，这里是新产
品研发中心，面积有 2000平方米。只
见几名科研人员正在专注着各自的工
作，每一个房间都充满着科学研究的
气息。尤其让人惊奇的是，这里有5个
工作室都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我们
给科技人员开辟了一块大展身手、展
示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阵地，为他们
的成长成才搭建了平台。”牛志刚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红
外光谱仪、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激
光粒度检测仪、紫外分光光度计、旋光
仪等设备。这些检测设备都是从美国、

日本、英国等国家购进的全球高端先进
的仪器设备，为新产品的研发、检测、试
验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一位科研人员说：“我们并不是崇
洋媚外，而是要与国际接轨。我们的
产品，多数出口美国、欧洲，因为每个
国家和地区的药典标准不尽相同，甚
至有些客户对某一指标还有特殊要
求，用国外的检测设备，是为了使检验
数据与国际接轨。我们不少产品，先
后获得了美国、欧盟、印度、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标准认证。”

研发中心的墙上，一块“绿色化学
与生物制药技术联合研发基地”牌匾
格外醒目，“这是我们与中国科学院工
程研究所共同组建的。”工作人员告诉

笔者，“这里有合成实验室、分析实验
室、生物实验室和中试放大车间。满
足了新产品研发需要，适应国外的检
验标准。”

利华制药研发中心先后研制了倍
他米松系列、可的松系列、地塞米松系
列等甾体类药物；创立了享誉国内外
的“云帆”牌系列产品，质量符合国内
外最新药典标准。

拼搏是辛苦的、艰难的，成功是令
人欣喜和激奋的。如今的利华制药已
成长为全国三大甾体激素医药生产企
业之一，拥有员工450多人，生产6大系
列50余种产品，其中9项获国家发明专
利，4项获实用新型专利，年销售收入近
5亿元，年出口创汇近5000万美元。

放眼未来，牛志刚语气中充满了
自信：“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不仅激活
了企业，使企业走上发展壮大之路，而
且增强了企业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为企业持续发展打下了雄厚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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