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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鹏

初秋，渑池县南村乡南洼村。
“长群，又下地了？”“苗儿还得剪

剪，快收果了。”扛着锄头的张长群边
和村民寒暄着，边往地里走。

一路上，坡陡弯急，路旁栽满花椒
树。张长群口中的“果”，不是水果，而
是花椒。

到了自家的花椒地，张长群熟练
地除掉花椒树上多余的枝叶、地里冒
出的杂草。

“俺家种的花椒有 25亩。”张长群
说，花椒吃着麻，但心里甜着呢，“味儿
正，才能卖个好价钱！”

张长群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南洼
村，过去因穷“出名”。

“现在家家户户都种花椒哩，大红
袍、狮子头最多！”说起花椒，南洼村党
支部书记宋明周打开了“话匣子”。

南洼村地处山区，常年缺水，这样
的土壤条件，偏偏是耐旱的花椒的“最
爱”。

“一亩地一年挣个七八千块钱是
没问题的。”宋明周掰着指头算，过去
大家种小麦、玉米，一年满打满算能挣
一两千块钱，花椒的“经济优势”，显而
易见。

而几年前，提起种花椒，村民们大
都抵触。“觉得不靠谱呗！”村民张铁友
说，打记事起，大家都种小麦、玉米，“种
麦能吃饱肚子，花椒能当饭吃？”像张铁
友这样想的村民，占大多数。

那花椒为何在南洼村“火起来”
了？大家都提到一个人：高书记。

“高书记”叫高春雷，2009年 9月，
时任渑池县林业局防火办主任的他被
派到南洼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高春雷说，刚进村时，坑洼的土路
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为了拔掉“穷
根子”，他想到了推广花椒种植。

借助在县林业局工作的专业优
势，高春雷为村里规划了 180 亩种植
片区，跑到陕西韩城买了7万株花椒树
苗，免费发给村民。

一听免费，家家户户争着要。可没

多久，高春雷去村民家串门时发现，树
苗都被堆在了门口，压根没种到地里。

第二年，高春雷又调来 9 万株树
苗。这一次，他给村民立下了口头协
议：拿树苗可以，必须种在规划好的地
里，一亩补贴 200元；如果没种，得交
纳树苗的成本价。

张长群在自家地里“试种”了几
亩。他发现，只要打理得勤，有的花椒
树第二年就能挂果，遇到了难题，县里
还会派专家下村一对一指导。

“给村民办培训班，还指导他们嫁
接剪枝。”对口帮扶南洼村的县农业农
村局技术员张建华说。

除了技术指导，村民们买烘干机、
微耕机，都有补贴。今年，村里已列好
了针对贫困户的资金扶持“项目”：购
买花椒化肥套餐施肥增产项目、花椒
种植补助项目……

宋明周说，随着村里的花椒种植渐
成规模，每年都有三门峡、郑州甚至外
省的人跑来收花椒，根本不愁销路。

问起张长群种花椒的收入咋样
时，他抿嘴笑了笑，“今年能挣四五万
块钱吧。等新种的花椒树都挂果了，
收入还得‘噌噌’往上涨！”

如今，在南洼村花椒总种植面积
超过2300亩。

88 岁的李水庆也“试水”种花椒
了。作为南洼村年龄最大的花椒种植
户，她把2亩多的花椒地打理得井井有
条。看着挂满枝头的花椒，李水庆掩
饰不住高兴，“守着花椒地，平时的花
销都顾住了。”

宋明周说，花椒虽小，却为村里的
就业、基本民生贡献了“大力量”，“村
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出门就是水泥路，抬头就是路
灯……南洼人都说，过去大家眼中
的“穷山沟”，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

这一切，也印证了南洼村文化休
闲广场石墩上刻的那句话：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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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洼村位于三门峡
市渑池县南村乡东部，
距县城 65公里，属于偏
远山区。耕地面积2080
亩，人均耕地 2.9 亩，公
益林 12227亩。目前以
种植花椒为主导产业，
林下种植花生、红薯、油
菜、辣椒等作物。

2016年以来建档立
卡贫困户123户331人，
贫困发生率 48%。目前
有未脱贫户 8户 14人，
贫 困 发 生 率 2.01%，计
划 2020 年 退 出 贫 困
村。③5

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

要 扶 志 ，既 要 输 血 更 要 造

血。正如南洼村花椒种植

的“领路人”高春雷所想，想

要 拔 掉“ 穷 根 ”，必 须 要 有

“不想穷”的想法和干劲儿。

南洼村人借助花椒种植，

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钥匙”。

从种植小麦、玉米传统

农作物，向种植花椒转变，

从“穷山沟”到“聚宝盆”，南

洼村村民正用自己的奋斗，

换来幸福生活。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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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洼村村民在自己的地里打理花椒苗⑨3 王访贤 摄

致敬抗疫英雄 弘扬抗疫精神

杨秋敏：

不负白衣战武汉

扫码看抗疫故事

置身南洼村置身南洼村，，放眼望去都是花椒树放眼望去都是花椒树。。⑨⑨33 王访贤王访贤 摄摄

□朱娜 魏巍

今年我国将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此次人口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
国力调查。按照国务院人普办、国家
统计局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河南
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各项准备工作
有序推进。

成立机构。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省政
府印发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
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
知》，成立了普查机构，明确了成员单
位职责分工。各地参照河南省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省人普办”）模式，成立相关
普查机构。截至今年 8 月底，全省村
以上各级全部成立了普查机构，为人
口普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提供了组
织保障。

落实经费。普查经费是保障人口
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河南
人口多，所需普查经费多，今年由于疫
情影响，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各级普
查机构按照国务院人普办工作要求，本
着勤俭节约的原则，积极筹措，进一步
落实好普查经费，特别是普查指导员和
普查员（以下简称“两员”）的费用补助
和劳动报酬，有力保障了普查工作的顺

利进行。在物资准备方面，全省制作并
发放了“两员”用具、普查员手册、一封
信、普查员证等普查物资，目前已经发
放各地，确保工作使用。

区划绘图。普查区域划分和绘图
是普查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为了做好
这项工作，省人普办利用卫星遥感地图，
对全省区域实现区划绘图全覆盖，确保
无死角。目前，普查区划绘图工作按照
时间节点已经全部完成，全省共划分5
万多个普查区、46万多个普查小区。

开展试点。今年6月份，我省在永
城市、孟津县分别开展省级电子信息
采集专项试点和综合试点。各省辖市
分别在六七月份开展了各地试点工

作。通过试点工作达到了验证普查方
案、熟悉流程、查找问题、积累经验、锻
炼队伍的目的。

培训“两员”。选聘一支高素质的
“ 两 员 ”队 伍 是 普 查 工 作 的 关 键 环
节。“两员”是第一手普查数据的收集
者，“两员”队伍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
普查数据。截至 10月初，全省“两员”
选调聘用超 50 万人，从今年 7 月起，
各地充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已分批
次按时完成了对“两员”的业务培训
工作。在线下培训的同时，省人普办
充分利用河南统计公众号推介试点
工作总结形成的人口普查业务工作
技巧，为“两员”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可

借鉴可复制的教材。
宣传发动。各地因地制宜，持续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宣传
工作。省人普办联合大河网制作了

“一图读懂人口普查”宣传解读，通过
微信公众号、大河网等进行广泛宣
传；郑州开通“人普号”城际高铁，依
托“郑好办”APP宣传人口普查，受众
广泛；濮阳的绿色骑行、区划绘图等
普查动态，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9
月 25日，全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
传月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标志着宣
传月正式启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成效。
摸底登记。做好人口普查摸底工

作，摸清人口和居住情况，编制各普
查小区户主姓名底册，是一项极其重
要的工作，事关普查登记数据质量和
人口普查工作的成败。这一段时期
的工作，既可以体现前期各项准备工
作的成效，又可以为下一阶段入户登
记奠定坚实基础。10 月 11 日，全省
各地已经开始有序进行摸底工作，通
过普查摸底，将全面准确掌握各类普
查对象基本情况，为正式普查登记提
供可靠依据。

“大国点名 没你不行”河南人口普查专栏①

河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有序推进

□谭勇

来自河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消息，今年5
月份以来，按照国家和我省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全省迅速启动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研究制订

“1+2+9+N”方案，高位推动，周密部
署，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在全社会营
造了浓厚氛围。

成立工作专班，定期调度推进。省
应急管理厅由厅长担任专项整治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下设综合指导组、专
项执法组和督查考核组。全省应急系
统先后5次召开系统视频会议，通报专
项整治进展情况，分析安全生产形势，
对专项整治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5次

组织召开视频调度会议，2次组织召开
牵头部门联席会议，组织工作交流，分
析存在问题，研究下步重点工作。

开展约谈警示，实施精准指导。
省应急管理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
合约谈发生市政地下有限空间作业较
大事故的省辖市和相关企业。省安委
会办公室对发生事故、专项整治进展
缓慢的省辖市和行业部门进行警示提
示。专项整治以来，省安委会办公室
共下发警示函和提示函 49 份。与此
同时，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关于联系省
辖市（济源示范区）和安委会成员单位
的通知》，组织 18个工作组，由厅领导
班子成员和二级巡视员带队，常态化
联系各省辖市和安委会成员单位，暗
访暗查、调研指导专项整治，实地了解
掌握专项整治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帮助解决问题。
开展暗查暗访，坚持以案促改。

省安委会组织 18个暗查暗访组，由省
安委会成员单位副厅级领导干部带
队，明确暗查暗访重点内容和有关要
求，从9月下旬起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结束，分三次深入各地暗查暗访，实
地了解掌握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进
展情况。同时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结
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扎实
推动以案促改。省应急管理厅结合义
马气化厂“7·19”重大爆炸事故，在全
省应急管理系统开展 3个月的专题以
案促改，制作 10部典型事故案例警示
片进行巡回播放，印制《生产安全事故
案例选编》开展警示教育。

完善整治内容，细化整治方案。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结合专

项整治开展全省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
集中整治和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
治行动，强化危化安全源头管控。为
深刻吸取近期其他省份房屋建筑安全
事故教训，省安委会研究制订《全省房
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
案》，组织开展专项排查整治。针对我
省许昌“5·26”等事故暴露出的新情况
新问题，迅速下发《关于开展过氧化苯
甲酰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通知》《关于
开展全省道路包车（旅游）客运安全专
项整治的通知》《关于开展严厉打击

“两客一危”车辆非法违法经营专项行
动的通知》《关于汲取新密“8·12”较大
坍塌事故教训扎实推进城乡建设安全
专项整治的通知》等方案，及时把过氧
化苯甲酰使用、道路包车客运、食品制
造、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等问题纳

入专项整治范围。
大力开展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在主要媒体刊发专项整治综合报道，
开辟专项整治进行时专栏，解读全省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报道整治动态进
展情况。先后编发《河南安全生产简
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专刊》
18期，及时刊登各地各部门专项整治
工作做法。同时督促各地各部门多种
形式开展宣传，营造整治氛围。

随着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的扎实推进，我省分别建立了问题
隐患、制度措施和重点任务“三个清
单”，目前已登记重大隐患144项，建立
制度措施清单 266个。省安委会办公
室部署开展企业大排查大起底，逐企业

核对证照、资质等情况，推动建立“一企
一码一档”，实施问题隐患和制度缺陷

“双归零”。截至目前，各级各部门共检
查各类企业（单位）4.4万家，排查隐患
21.1万处，行政处罚2771次，责令停产
整顿2084家，约谈警示2676家。

通过专项整治过程中排查发现问
题和事故调查处理，我省不断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为进一步规范
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工作，省安委会办
公室组织人员研究制定《安全生产“四
不两直”暗查暗访工作参考手册》。针
对今年以来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事
故多发的情况，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应急管理厅联合制定《河南省地下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办法》。

河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行时

河南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豫论场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日前，针对外界关注的江苏如东“援鄂女护士”于鑫慧的

护士身份疑似造假、被指婚内“征婚”等所谓“人设崩塌”问题，

如东县洋口镇中心卫生院回应称，于鑫慧现系该院劳务派遣

职工，从事内勤工作。这个回应，肯定了于鑫慧疫情期间勇当

“逆行者”的行为，称她卷入的个人债务纠纷问题已解决，婚内

“征婚”一事“属于个人事务”，并呼吁“对成长中的青年人给予

更多的宽容和爱护，帮助他们扬长补短，更好服务社会”。

平心而论，比之于鑫慧卷入舆论漩涡时，如东县所属的南

通市卫健委宣传处负责人着急忙慌地“切割”，说“她不是公立

医院的，也不是民营医院的，她也没有护士资格证”，如东县洋

口镇中心卫生院的这番回应显得客观、理性而得体。壮举归

壮举，私生活归私生活，有肯定有理解有呼吁，也算尽了机构

的舆论应对责任，以及东家的员工关怀情分。

一个人的私生活细节，其婚恋关系的个中曲直，外人与单位

恐怕都无法尽数掌握，终究是私域事务，舆论可以进行道德评判，

社会可以借此质疑反思，且自有一套惯性逻辑，这从“反转”后的

网络口水盛景中已可见一斑。个人债务纠纷、因民间借贷纠纷

被限制高消费等，也自有法律裁判，对错责任也不难厘清。

追踪这起舆论事件的种种，笔者所要说的是一种把人与

事推向极端化的现象——说一个人好的时候，连毛孔都是魅力

四射的，待其“翻车”的时候，又从头到脚一无是处。还是这个

人，还是那些事，态度陡转、评价两极，非白即黑，非善即恶。

95后女护士于鑫慧偷偷瞒着家人，辞去医院护士工作支援

武汉，开展志愿服务56天的新闻感动全国时，“最美援鄂护士”

等赞美之词纷至沓来。等到她“翻车”时，护士身份造假、婚恋

丑闻等纷纷被扒，“人渣”“瞎了眼”等指责不一而足，连她赶赴

武汉的支援抗疫举动，也被质疑有着某种“目的性”。从天使到

魔鬼，不过须臾之间，且被捧为“天使”时白璧无瑕，被指为“魔

鬼”时体无完肤。

网络社会中似乎有这样一种“极化传统”，因人废事、因事

废人、因私废公。捧的时候，捧到九天云霄，打上完人的标签，

捧上道德的神坛，必须360度无死角高大上、伟光正，不能有哪

怕一点瑕疵；踩的时候，踹到无间地狱，恨不得踏上一万只脚，

视其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透着渣、恶、坏，即使这之前或之后

他的言行是正确的、有益的，也可能被指责为别有用心，被一概

否定。事实上，一个好人，是不是注定时时刻刻都会正确无

比？一个渣男，是不是终其一生都做不出一件正能量的事情？

具体到于鑫慧的事情上，以南通市有关部门为例，于鑫慧

在抗疫中盛名加身时，获得 2020年南通五四青年奖章，彼时

为何对她是不是护士不以为意，对她载誉而归甘之如饴？在

她争议缠身时，为何又急于撇清“她不是公立医院的，也不是

民营医院的，她也没有护士资格证”，“切割”不迭？说白了，还

是“锦上添花时常有，雪中送炭难觅处”，跳不出惯常的“天使

VS魔鬼”“黑VS白”的二元归类逻辑。

说句实在话，“最美护士”不一定是“完美护士”。即便“最

美援鄂护士”反转的事情都是真的，即便她在婚恋中是个“渣

女”，她在武汉抗疫一线的那56天，危险并不会减少半分，她在

危难时期所提供的志愿服务价值，也不会因此消弭。惟愿于

鑫慧能汲取教训，拿出抗疫时的勇敢来，让自己今后的人生更

加平稳、亮丽。不管是否为真，都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私生活丑

闻，就轻易否定其抗疫贡献，也不能因为一个方面的缺陷，而

否定所有的一切。同理，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贯正确，而排除

其犯错的可能。

毕竟，黑白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种颜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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