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
头，干群关系大大改善，
党支部有了凝聚力，党员
干部有了公信力，村集体
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

脱贫攻坚答卷

讲述人 鹿邑县高集乡双堂村第

一书记 丁连杰

早上，我和村干部到村头疫情防
控卡点值班，看到村民进进出出都戴
着口罩，心里很欣慰。值班空当，顺
便和村里在外务工人员通个电话，一
是唠唠家常，增进感情，二是提醒他
们在外安心工作，就地过年。

2017年 10月，我来到双堂村任
第一书记。当时，全村 385户人家、
172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户、44
人，残疾人44人。村里姓氏有18姓，
人心不齐，班子瘫痪，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后进村”“残疾村”。
据村里老人讲，双堂村原叫双堂

集，位置偏僻。因背靠涡河天险，解
放前曾有国民党残兵驻守，解放后他
们大多在此地落了户，“都觉得俺村
人成分不好，外村的闺女都不愿意嫁
过来，嫁过来的也多是残疾人。”久而
久之，村里光棍和残疾人就多起来，
45岁的王金良就是其中之一。

王金良从小患有癫痫，家里条件
差，没娶上媳妇，平日里游手好闲、喝

酒闹事，村里人都躲着他走。我在走
访中发现，像王金良一样得过且过的
村民不在少数。

扶贫先扶志，经过苦口婆心做工
作，王金良开始有所转变，喝酒闹事
少了。我们又为他申请了公益岗位，
负责村里的保洁和巡逻，每月有400
元工资。王金良戴着巡逻员的牌子，
白天打扫街道卫生，晚上走街串巷巡
逻，村里、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人
也精神多了，群众都说他像变了一个
人。看到他整天在村里村外忙碌，我
觉得只要功夫下得深，就没有过不去
的坎。

为改善村风民风，我们每年都举
办“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庭院”等评

选表彰活动，我和村干部敲锣打鼓把
奖牌送到获奖者家门口。看着获奖
的村民披红戴花，村民们很羡慕，接
父母回家住的多了，吵架拌嘴的少
了。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作
为第一书记，就要带好当家人、领好
一群人、选好后来人，打造一支“不走
的工作队”。经过选举，5名群众认可
的村民进入村“两委”班子。“干部就
是要想到前处、干到实处、莫贪好处，
不然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我经
常给村干部这样讲。

“双堂集，双堂集，晴天一身土，
雨天两腿泥。”村里坑坑洼洼的道路
是村民的头等烦心事，我们决定从
整治村容村貌开始。说干就干，村

“两委”班子带头捐款，村民们纷纷
响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
机械的出机械。目前，村里共整治
废旧坑塘6个，开挖土方10万多方，
硬化村道6条、总长2300多米，安装
路灯160盏，栽树3600多棵，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在眼里，记在
心头，干群关系大大改善，党支部有
了凝聚力，党员干部有了公信力，村
集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

发展产业是精准扶贫的根本。

我们动员周边种植大户到村里承包
土地，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建起65亩
的生态果园和 407亩的山药种植基
地，吸纳100多名村民务工，带动13
户贫困户增收致富。光伏发电项目
每年收益10多万元，20多户贫困户
享受分红，双堂村也于 2018年顺利
整村脱贫摘帽。

群众是最朴实、最懂得感恩的
人，三年来一幕幕暖人的场景让我
终生难忘。聋哑贫困户牛得华家门
口坑洼，经常积水，我带着驻村干部
用旧砖头垫平，她一个劲儿地朝我
竖大拇指；五保老人孟秀荣的瓦房
漏雨，我当起泥瓦匠，克服恐高症爬
上屋顶更换烂瓦片，老人执拗地留
我吃碗她做的手擀面；为减少贫困
群众的日常开支，我自费购置理发
用具当起剃头匠，被群众送个“理发
书记”的称号……

如今的双堂村，路宽了、水清了、
环境美了、人心齐了，更重要的是村

“两委”班子重新迸发了活力。看到
群众灿烂的笑容、满村室的奖牌和优
秀驻村第一书记的荣誉证书，我觉得
再多的艰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③9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
员 李小伟 整理）

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人心齐 穷山移

●● ●● ●●

1月 6日晚，“闪亮的名字——2020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发布仪式在央视播出，全国7名个人和3个集体获得2020年“最

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称号。兰考县应急管理局成为我省唯一获

此殊荣的集体。

兰考县应急管理局有着怎样一群“应急管理人”？他们凭借

怎样的作为获此荣誉？记者走进该局，探寻那些背后的故事。

守正创新——“4个应急救援中队”率先实现乡镇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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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砚庆 薛迎辉 实习生 钱程 童昀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月 25日,
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日前全省第一
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包括郑州二七
罢工纪念塔和纪念堂、刘青霞故居、八
路军洛阳办事处旧址等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 11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1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7处；
可移动革命文物4405件（套）。

根据国家文物局相关要求，本次革
命文物名录遴选标准包括与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
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念设施，与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含抗日战争）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
念设施，与近代以来著名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爱国人士相关的史迹、实物和纪念
设施等。遴选范围原则上以第三次全
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
移动文物普查已确认的数据为主。

我省认定公布的首批革命文物类

型丰富全面，包括革命战争旧址、烈士
墓、陵园、故居、旧居、纪念堂、纪念馆
等，比如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吉鸿昌烈士墓
等，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河
南人民为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作出的
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可移动文物有报
刊、书籍、书信、票据以及烈士英雄的遗
物等，这些革命文物是我省文物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
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是弘扬革命传
统、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公布革命文物名录，对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将
不断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更
好地发挥革命文物在弘扬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③5

我省公布首批革命文物名录

焦桐树下“堤坝”守护人
——记2020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兰考县应急管理局

如果说，守正创新是兰考县应急
管理局的底色，那么敢拼敢干就是他
们的本色。这群最美应急人将“亲民
爱民、迎难而上”的精神贯彻始终。

“这个殊荣，是我们替雷局长领来
的，要继续像他那样，把艰险扛在肩上，
把平安留给百姓。”胡金刚语意坚定。

同事口中的“雷局长”叫雷天波，是
兰考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在 2020年年
末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因公牺牲。

虽然过去了 5 个月，可该局员工
赵慧兵依然记得“2020·8·9”液化气
泄漏处置事件中雷天波的一举一动。

“现场小板凳会、多次奋不顾身进入泄
漏点、紧急疏散 70余户群众等，雷局
长那种镇定勇敢、为群众着想的做法
一次次震撼着我。”赵慧兵动情地说。

“提升基层的应急管理效能，迈开
第一步之后，最重要的是不停步。”雷天
波的话激励着该局每一位工作人员。

闫楼应急救援中队中队长杨温，在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上，介绍
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如何守护群众安全；

2019 年 6 月 5 日晚，葡萄架乡后

杨庄村突发暴雨，考城中队副中队长
董相伦，勇救村民贺艳军（当时在外打
工）家中妻子、2岁的孩子及瘫痪的老
父亲等4人；

2020年 1月 17日，南彰应急救援
中队王周旭和队友奋战 3小时，成功
扑灭南彰工业园区一木制品加工厂火
灾，无人员伤亡；

……
正是在雷天波的带领下，两年来，

兰考县“应急人”一次次在群众遇到灾
难时挺身而出，不仅挽救了财产损失，
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更以务实
的作风和顽强的拼劲韧劲赢得了群众
好评。

改革永远在路上。尽管初步实现
了“有机构管事、有人员办事、有资金干
事、有制度理事”的运作模式，适应了全
灾种、大应急下的救灾于‘萌芽之时、成
灾之前’应急理念，但兰考应急人并未
满足于此。“未来，兰考的应急管理工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继续努力，
将改革进行到底，筑守兰考人民幸福生
活的安全‘堤坝’！”胡金刚说。③9

“这是对过去改革创新的肯定，更
是我们今后前行的动力。”1月 22日，
谈及最新荣誉，兰考县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胡金刚颇显自豪。

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奋斗过的地
方，焦裕禄精神一直激励着当地干部
群众。如何提高基层防灾减灾能力，
守护好焦桐树下的平安？

2020 年 8月 9日，兰考县谷营镇
俭庄村南，储存有 5吨液化气的存储
点发生泄漏。接报仅 10多分钟后，负
责该镇救援的堌阳应急救援中队率先
赶到现场，并协同随后赶到的消防救
援大队开展救援，经过近 30个小时奋
战，成功处置液化气泄漏。

堌阳中队是兰考县应急管理局建
立的 4个应急救援中队之一，救援范
围覆盖堌阳和谷营两镇。由于地理上
东西狭长、南北短，为破解救援难题，
兰考在全省率先建立覆盖全部乡镇的
4个应急救援中队。

“我们的应急救援中队可以保证在
15分钟内到达辖区任何一个灾害点，
达到了救早救小的目的。”胡金刚说。

应急救援中队，只是兰考探索救
援“最后一公里”的一个缩影。4个救
援中队外，主城区设立 1个机动应急
救援队，各乡镇设置应急办；454个乡
村 593名网格员承担起网格内安全生
产、灾情观测等职责，兰考县构建了覆
盖县、乡、村三级的防灾救援“堤坝”。

“最美”荣誉背后的探索远不止于
此：以全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为依托，
根据灾情制定各类预案、分项处置方
案和应急预案，让现场指挥员“有依可
循”，快速决策；与 110、119等平台共
享相关信息，对重点场所、企业等“保
持灵敏”，实时预警……破解基层应急
管理的众多探索，不仅为兰考捧来了
国字招牌，更守护了 85万兰考人民。
2019年以来，兰考实现生产安全事故
起数零，造成人员伤亡的火灾起数零。

亮点提示：

近年来，信阳市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融入全面小

康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过

程中，累计创建人居环境整

治达标村近 2000个、示范

村千余个。据第三方机构

评估调查，2020年，群众对

信阳市人居环境整治的满

意度达到 86.5%，比上年

提高3个百分点。

2019 年，住建部确定

第一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活动精选试点

时，我省4个试点村，信阳就

占了3个。作为试点村，光

山县晏河乡帅洼村引导群

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

共享”。在不久前召开的全

国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

同缔造经验交流会上，帅洼

村党支部书记胡善信作为河

南唯一代表参会并发言，赢

得与会代表一致好评。③8

信阳 看帅洼村的“共同缔造”
省辖市开年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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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洼村一民宿干净整洁 ⑨6 李子耀 摄
扫码看更多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共同缔造”，这个经常出现在历史
书上的“高大上”词组，如今却被光山县

晏河乡帅洼村的乡亲们老挂在嘴边。
“村里的广场、长廊、古井、池塘是

我们‘共同缔造’的。”
“村里的柏油路、太阳能路灯是我

们‘共同缔造’的。”
“村里的小花园、民宿也是我们‘共

同缔造’的。”
1月 25日，记者在帅洼村采访，村

民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村里的新变
化：“这一年，俺村的新鲜事可多了。”

“你看，这是刚建好的小花园，还有
改造好的大池塘，风景美着哩。那边正
在施工的是村旅游文化活动中心，等修
好了，俺村档次就又提升啦。”村民曾昭
刚快人快语，脸上满是喜悦。

说起“共同缔造”，年近花甲的帅洼
村党支部书记胡善信滔滔不绝。

“共同缔造”是住建部在城乡人居
环境建设整治中开展的一项试点活动，
旨在凝聚“政府+社会+群众”力量“共
同缔造”乡村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顺
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
新期待。

2019年 9月，由住建部牵头，北京
建筑大学组织，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
住建部门组成工作组，多次深入帅洼村
考察，最后确定在该村曾塝组实施“共
同缔造”项目。

胡善信说，这个项目对于帅洼村来
说太及时了。眼瞅着村里的产业有了，

百姓富了，咋让乡亲们生活得更好些？
“共同缔造”恰逢其时。

北京建筑大学的专家在村里进行
规划的同时，村里组织村民到湖北考
察，看到人家房前屋后整洁美丽，生活
舒适，大伙儿深受震动。

回来就干。乡亲们与专家共同谋
划、共同建设，白天黑夜村头村尾都能
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为了节省建设、
装饰费用，村里号召村民到新县河里
去捡鹅卵石，本来只组织两辆车去，结
果村民们都来了，坐不下，只好再调
车。

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妇女协
会、施工协会、监委会等 8 个群众组
织。施工过程中，对水泥、石料等原材
料，村民自愿参加管理，防止丢失、浪
费。帅洼小学的儿童志愿者服务队也
参与进来了，孩子们逐户宣传动员，对
表现优秀的农户送上“红五星”作为奖
励……

村里还开通了“帅洼村”微信公众
号，建了“共同缔造”交流群，通过发送
图片和文章，让在外地的游子们也参与
共建、共享。

灯亮了、路宽了，村民的心里也亮
堂了，原来的臭水塘变成了景观池，原
来臭气熏天的垃圾堆被改造成了小花
园……

胡善信把建设效果总结为“五大五
小”：小路连大路、小园连大园、小塘连
大塘、小景连大景，最后是小家连大家，
这也是他最得意的“内涵”所在。

不知何时，下起了蒙蒙细雨，滋润
着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
村部里，村委会副主任曾国宪唱起了自
己作词、作曲的村歌：“爱如天地大，连
着百姓家，共同缔造走乡下，用爱温暖
你我他……”③8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25日，记
者从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办
公室获悉，2020 年我省关闭 11 对煤
矿，化解 486万吨煤炭过剩产能，较年
度目标任务255万吨超额完成91%。

据介绍，我省自 2016年启动化解
过剩产能工作以来，持续做好化解产
能与转型升级的“加减法”，解好“人
往何处去”“钱从哪里来”“债务怎么
办”三道难题，累计关闭煤矿 242对，
退出产能 6820 万吨，圆满完成“十三
五”目标任务 6254 万吨，超额完成目
标任务 9%；争取去产能中央专项奖

补 资 金 57.07 亿 元 ，累 计 安 置 职 工
13.2 万人。其中 2016 年、2017 年煤
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年度目标任务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连续两年获国办
督查激励。

通过积极努力，截至 2020 年年
底，全省煤矿单井平均产能由 40 万
吨/年左右提高到77万吨/年左右。河
南省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化解煤炭过剩产
能，我省煤炭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煤炭
行业安全形势平稳向好，煤炭企业可
持续发展能力增强。③5

去年超额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目标任务

我省煤炭产业结构更加优化

敢拼敢干——“最美应急人”传承焦裕禄精神

争做 河南人

1 月 24 日，鄢陵
建业绿色基地的一名
员工通过直播的形式
向消费者讲解年宵花
插花技巧。春节临近，
花都鄢陵县各大鲜花
基地以年宵花为主题
进行装扮，打造时尚浪
漫的购物环境，同时通
过直播、短视频平台
等方式让年宵花走进
更多消费者的家庭，
线上销售成几倍增
长。⑨6 牛书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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