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代娟

“今天正好是学雷锋日，您是老标兵、老模范，您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3月 5日上午，在新乡市向阳路解放军371
医院生活区一栋居民楼里，新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涛
一见面就紧紧握住 88岁的男主人王广文的手。王广文老
人身着军装、胸前佩戴军功章，冲着来人微笑着。

“组织上收到您的大额党费了，我们今天专程给您送收
据来啦！”张涛转身又捧上一束鲜花和一份党费收据，郑重
交到老人手中。收据上写着，“王广文同志自愿一次性多缴
党费计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看着手里的收据，老人笑得很满足。这是个有着65年
党龄的老党员，曾任解放军371医院副主任医师、检验病理
科主任。在医院工作期间，他始终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获军
队科技成果奖 3项。回老家探亲期间，他坚持义务帮助村
民看病。退休后，他做过校外辅导员，多年来一直照顾一对
孤寡老人，四川地震期间曾两次向灾区捐款……

老人曾被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评为“全军学雷锋先进个
人”，被军区评为“学雷锋标兵”，荣立三等功 2次，受嘉奖
18次。

尽管退休后享受正军职待遇，可王广文的生活并不宽
裕。屋子里，简单的家具都用了很多年。但老人早就打算，
要将积攒多年的10万元存款交给组织。“我现在年龄大了，
干不了其他事，就想着多缴点党费，为党出一份力，尽一份
心。”今年春节前，老人生病住院。出院后，他就和女儿商量，
想尽快了却心愿。不久前，新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党委接到了老人通过女儿缴纳的这笔特殊党费。7

88岁老军医
10万积蓄缴党费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亚伟 通讯员 张燕）
3月 13日，延津县第一高级中学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
党课，让3000多名师生印象深刻。

站在教学楼上向操场望去，1000余名高中生身着红色
校服分成 4支队伍，排列出 1921、2021、100的队形，最中
间队伍的同学们将一面党旗高高举过头顶。

“今天，咱们这节党史课，先给大家分享一个贺龙元帅
当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这节
党课的讲师，该校校长高同忠以接地气的“土教材”，一下子
就把同学们带入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

“每次在课堂上讲到党史，同学们都十分感兴趣。”该校
历史老师闫立彦说。

“我和我爸爸都喜欢看红色影视剧，红色历史是我们最
常聊的话题。”该校高三学生张幸怡说，“今天，在队伍中高
高举起党旗时，我特别骄傲，我现在就想马上飞奔回家，把
这节党课分享给家人！”7

本报讯（记者 代娟）学习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3
月 15日，卫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专题学习，首站来
到新乡市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旧址（原华新纱厂），现场参观
学习、回顾该党支部诞生发展的光辉历程，并举行全市首批

“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当天，被命名为卫辉市首批“四史”教育基地的，还有唐
庄镇太行公仆展览馆、杨贵同志故居、河南太行八路军抗战
纪念馆和春江集团党史馆等4家红色资源。

据介绍，该市将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的重要载体作用，在清明节、建党节、建军节等，组织
党员到红色教学点开展以“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
烈”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党员回忆入党初
心、重温入党历程。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引导全市党员
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学习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坚定
理想信念，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7

卫辉市

命名首批“四史”教育基地

延津一中

3000名师生操场上党课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任娜）“没想到这么快就
把所有业务都给办好了，不用多排队，‘绿色通道’真好！”3
月 11日，新乡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政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内，70岁的张青春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导引下很快便办完所
有业务后，惊喜地说。

为解决老年人办理业务难度大、线上操作困难等现象，
新乡市高新区日前推出多项便利化措施，将传统服务与智
能创新结合，线上服务和线下渠道并行，用传统服务兜底，
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到、更便利的政务服务。

开设“老年人绿色通道”，安排专人为老年人提供全流
程“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确保老年人办事“一站式”办结；
保留现金缴费方式，设置老年人及特殊群体“爱心专座”，提
供轮椅、放大镜、老花镜、急救箱等物品，提升老年人办事体
验；制作通俗易懂的宣传读本、办事指南、资料清单等，方便
老年人识别阅读。

新乡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人表示，该局将不断
做实做细、推进完善老年人政务服务便利化，增强老年人办
事的获得感、幸福感。7

新乡高新区

老年人办业务享“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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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新乡市新华书店
内，《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党史书刊热
销。图为市民在书店选购党史相关读物。7 赵云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代娟 赵同增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3月 15日，
《河南日报》一版刊发长篇通讯《冀屯之问》，
继2018年11月19日刊发长篇通讯《扎根太
行一崖柏》之后，再次聚焦辉县市冀屯镇党
委书记赵化录。报道刊发后，在新乡基层党
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冀
屯“八问”凝练精准，每一问都问出了当前农
村工作中的困惑，问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今后要对标先进，以赵化录为镜，立足岗
位建新功，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为啥很多看似无解的棘手问题在赵
书记这儿都能破解，因为他看问题目光长
远，最重要的是他时刻心怀群众。”辉县市
孟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云天，作为全省

优秀选调生在冀屯镇挂职锻炼过一年多，
在文中被称为赵化录的“学生”。他表示，
《冀屯之问》问出了乡镇干部该以什么样的
心态面对基层矛盾、该有什么样的政绩观，
帮助乡镇干部掌握方法，真正化解矛盾、解
决问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冀屯之问》，问出了做好乡镇党委书记
的方法，也问出了‘老班长’的廉洁形象和高
尚人格！”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党委书记卞政
建，在党校学习时曾是赵化录的同班同学，现
在还习惯性地把赵化录称作“老班长”。他担
任小店镇党委书记近两年时间内，让小店镇
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层楼。“《冀屯之问》让
我们再次看到差距、感到压力。学习‘老班
长’，要学习他坚定的信仰、实干的精神，更

要学习他对群众的深情和造福群众的本
领。”他说，下一步，我们要带领全镇干部群
众继续“创业”，结合实际“精雕细琢”，推动

“北农、中商、南工”统筹发展，努力让小店镇
早日和冀屯镇一样成为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看了《冀屯之问》，我很受感动，也很
受触动。赵化录书记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
上一干就是 23年，把一个基础薄弱的普通
乡镇‘精雕细琢’成了一个全国文明镇、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镇，靠的是敢于担当，靠的
是为民情怀，靠的是迎难而上的开拓精
神。”封丘县留光镇党委书记薛峰表示，同
样作为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要在下一步工
作中对标先进，厚植为民情怀，加快该镇现
代农业产业园、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及车门

里萧记文化博物馆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起好步开好头。

“《冀屯之问》刊发当天，我的朋友圈就被
这篇报道刷屏了，我反反复复读了不下十
遍。文中‘八问’凝练精准，每一问都问到了
我们基层干部的心尖上，每一问都问到了当
前农村工作的新困惑，每一问都展示了赵化
录书记‘蚂蚁啃骨头’般的坚守与信念。”平原
示范区商务局局长程丽说，4年前，她有幸受
组织委派作为赵化录的事迹讲述人，在走进
冀屯跟赵化录书记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里，
时常被那片土地和赵化录所感动。她说：“我
感受到，赵化录和镇村党员干部以及6万群
众身上，都有一股越困难越向前的干劲儿和
拼劲儿！”7

“八问”精准学有榜样 对标先进岗位建功
——《冀屯之问》在新乡引起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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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毛”凤凰
“涅槃”复绿

树种哪？种啥树？咋保活？

获嘉照镜镇获嘉照镜镇有套有套““种树经种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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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好种树 新乡变“绿乡”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从太行山区到黄河滩区，从农田廊道
到村旁宅边，可以说，“只要有土的闲地方，
都已种上了树！”今年春节过后，新乡市抢
抓国土绿化的黄金时期，迅速掀起全民国
土绿化高潮。

截至 3月 12日，全市已完成平原沙荒
造林、廊道绿化、农田林网、乡村绿化等各
类造林 2.46万亩，超额完成省定春季造林
任务，完成市定春季造林任务的90%。

作为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新乡市多项林业工作在全省位居前列。

突出“三带”“四旁”提升造林质量

3月 11日，黄河大堤平原示范区胡堂
庄段，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植树前的大堤淤
背区填土工作；再往前走是韩屋村，绿化工
人白爱玲和姐妹们正在村民屋后新开辟的
一条花圃里种灌木。

新乡市林业局局长刘庆贵说，今年将继
续挖掘造林潜力，明确提出重点抓好沿山
（太行山）、沿黄（黄河）、沿河（卫河）等“三带”
绿化，和村旁、路旁、宅旁、水旁等“四旁”绿化
及乡村绿化、农田林网建设、森林创建活动
等工作，提高绿化造林标准和质量。

围绕“三带”“四旁”绿化，地处太行山区
的辉县市全面完善提升城市周边旅游道路
绿化美化；地处平原的新乡县发力新建高效
农业园区林网、廊道绿化、田园社区绿化；地
处黄河滩区的封丘县围绕创建省级森林城
市目标，全县动员、全域增绿，高标准建设天
然渠城区段生态廊道5.5公里，以樱花、法桐为
主题建设李庄新区森林特色小镇。

2020年，新乡市提出力争在 5
年内所辖8个县（市）全部创建成省
级森林城市。这一年，创建成果
丰硕：辉县市和长垣市成功
创建省级森林城市；辉县小
凤凰山通过省级森林
特色小镇验收；在沿黄
区域重点打造了
旅游小镇、康养小
镇等不同类型的
特色小镇 5个；以
乡村林果化和森

林乡村建设为目标，深入开展“一村万树”
行动计划，24个乡村通过省级森林乡村验
收。

近年来，新乡市还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大力开展国土绿化提速行
动，精心谋划推动以“32231”为主的林业
生态工程，高标准建设沿黄生态带，林业生
态建设取得扎实成效。

发展“林下经济”提高生态效益

卫辉市唐庄镇的桃园，在新乡周边有着
较高的知名度。在原有上万亩桃树的基础
上，该镇还结合京广高铁通道绿化发展优质
桃4000余亩，去冬今春又发展9000余亩，
带富了一方群众，成就一项特色产业。

为了让生态效益更好地转化为经济效
益，新乡市通过拓宽投资渠道、抓好基地建
设、增强龙头带动、强化科技支撑等，积极推
进山楂产业、苗木花卉、林下种养、林木深加
工和森林康养等十大林业产业集群建设。

2020年，该市克服疫情影响，完成林业产值
120亿元。

如今，该市以辉县山楂为纽带，促使山
楂种植、深加工和销售一体化发展，形成以
河南太行星源山楂制品有限公司、辉县市山
里红食品有限公司等加工企业为龙头的山
楂产业集群；以平原示范区河南省宏达木业
有限公司、新乡县新亚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河南鑫饰板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为龙头，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纽带和引领作用，重点
打造新乡市林木深加工产业集群；依托国有
辉县林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等筹划建设一批森林康养基地等。

截至目前，新乡市拥有市级林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84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达 28家，数量居全省第三位；林下
经济面积达 112万亩，2020年 11月，在平
原示范区召开的全省林下经
济会议，推广了新乡市林
下经济种植模式和
经验。7

□新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和种树并列，说明这两项事业都得一步

一步来、持续性搞，来不得突击，没有速成法。

一旦环境被破坏，要想修复治理往往绝非一日之功。新乡上下用蚂

蚁啃骨头的精神，动员一切力量，15年持续修复治理凤凰山。如今，作

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城项目的重要区域，凤凰山从“满目疮痍”

到“满目苍翠”，悄然变成新乡人的后花园。

生态绿化，光党委政府重视还不够，需要人人搭把手、出把

力，还需要久久为功，需要有办法。手里没米，鸡都不理。过去

凤凰山附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想为群众办点实事，但手里

没钱。因环境差也招不来商、引不来资，慢慢发现种树合适，环

境美了，看着舒心了，人就精神，低价买来小树苗，风霜雪露里长

几年，转手卖个好价钱。有了钱好办事儿，村里路灯亮起来了，

文化广场建起来了，连客商也愿意来谈合作了。

过去种树当任务，死活没人管、也不好管。获嘉县照镜镇

把农户利益和集体利益联结在一起，树栽在你地头在你门口，

美化环境不说，只要树长成材，按比例分收益。不用种

不管伐，顺道看护下就有钱挣，这好事儿，谁不支持？

不仅种绿、复绿，还要变“绿”为

有收益、可持续的银行。我们还

欣喜地看到，新乡正在大力

发展林业产业集群，

加强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正是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生

动实践。7

从凤凰山“涅槃”说起……

新言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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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3 月 17日，走进新乡市区北部的凤
凰山，黄的银翘、白的杏花、粉的桃花争
奇斗艳，当年满目疮痍的矿山经过持续
修复治理，如今绿意盎然，生机勃发。

“这棵树是我们2008年栽下的，当时
只有两米多高、三四厘米粗，如今已有十
五六米高、近 40厘米粗了。”在凤凰山森
林公园服务中心院内，新乡市林业种苗服
务站副站长翟常明指着一棵雪松说。

高大的雪松枝繁叶茂，绿意婆娑，十
几年来，见证着凤凰山的涅槃。

因为矿产资源丰富，上世纪80年代，
凤凰山就聚集各类建材企业达300余家，
一度成为豫北地区重要建材集散地之一。
在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这里
也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开采矿石导致
山体植被破坏严重，多处山体寸草不生。“没
毛的凤凰不如鸡”，这是别人的奚落。“睡觉
蒙着脸，吃饭捂住碗，一年吃下半块预制
板”，这是当地人的自嘲。

是金山银山，也要变绿水青山。面对
群众呼声，在前期进行凤凰山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后，2006年，新乡市召开凤凰山森
林公园建设动员大会，正式拉开凤凰山绿
化序幕。从当年开始，新乡每年春节后首
个全市大会的主题就是生态建设。多年来
坚持不懈，每年投入巨额财力，累计植树
2000多万株。2018年以来，实施的矿山
生态修复项目累计植树26万余株。目前
凤凰山核心区植被已基本恢复。曾经的

“落毛”凤凰终于涅槃复绿。
2018 年以来，新乡市委、市政府又

提出建设“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城”，
并将凤凰山森林（生态）公园建设作为重
点，以生态为基础、以山水为骨架、以景
观为载体、以文化为灵魂、以产业为引
擎，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游居”于一体的
新乡城北生态绿核、南太行旅游驿站、牧
野文化胜地。

举目远眺，占地 1800余亩的青龙山
上，春节前种下的5.6万株车厘子、枣树、
石榴树、核桃等长势正好，其间点缀的蓄
水池碧水清波，蜿蜒的水泥步道错落有
致，时见游人徜徉其间。

“过两年你再来，凤凰山一定是春来
山花烂漫、夏季郁郁葱葱，金秋硕果累
累，冬日雪中透绿……”告别时，凤泉区
凤凰山矿山森林公园服务中心主任郭金
义向记者发出邀约。7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村外绿树掩映，村内道路两侧高秆石
楠、广玉兰、月季、冬青等花木交错，加上干
净整洁的街道环境……3月 16日，记者走
进获嘉县照镜镇东彰仪村，顿觉赏心悦目。

村委会对面文化广场旁，一块新平整
过的土地，新植的200多株巨紫荆和白蜡，
像一排排整装待发的士兵。“这块地 1亩
多，之前通过农村宅基地改革收归村集
体。种树既绿化美化村庄，还能产生经济
效益。”东彰仪村党支部书记王光新笑着
说，“5年后，这些树保守说也能为村集体
增加10万元收入。”

东彰仪村为啥种树恁大劲儿？
春节前，村里卖了200多棵树，为集体

增收20多万元，相当于去年村集
体收入的六成还多。其中，

最大的一棵巨紫荆，4
年前买树苗时花了160
元，成材后卖了 1100
元。

“树木真是‘绿色
银行’！过去植树造林
靠强制、派任务，如今

全村村民都争着抢着种树。”王光新说，今
年春节前后，他们整合村内村外空闲地，
植树 1300余棵，加上村内原有的 2000多
棵树，村集体年年都会有一大笔收入。

“村里给家家户户门前都造了小花园，
看着多美！护好自家门口树，成材了咱还
能分钱。现在村里人对树爱护得很……”
前不久，62岁的村民王荣森门前卖了两棵
树，村里给他分了200元钱。

照镜镇镇长方伟介绍，近年来，该镇
扎实推进农田林网、“一村万树”、庭院绿
化等绿化工程，探索了一条通过种树、护
树、“以树养村”的新路子，破解了从选址、
选种到养护的难题，既有力促进了美丽乡
村建设，也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景
观效益三同步——

树种哪？见缝插绿，用好空间多种树。
除乡村内外主次干道、田间生产道路外，该
镇还集中精力对各村房前屋后、背街小巷、
闲置空地进行补植补造；同时，还对园区企
业周边进行集中提标绿化，围绕企业园区打
造“海棠园”，实现“企业入林”目标。

种啥树？因地制宜，坚持高低树种结合，
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景观效益，选择
种植杨树、楸树、海棠、白蜡、栾树、法桐、巨

紫荆等苗木，建立轮作长效循环机制，既改
善了村容村貌，又稳定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咋保活？建立乡村与农户之间的树
木利益联结机制，即乡村投资进行树木栽
种、浇水及病虫害防治，树木所在地农户
负责管护；当树木成材时，收益按照比例
分成，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又提升了树木的存活率和成材率。

出东彰仪村，走进楼村，记者看到该村
种植的800多亩围村林，已形成一道独特的
风景。“今年我们把村外河沟两侧的空地也
全种上了绿化树。”楼村党委书记张洪飞说，
去年该村伐了一批树，为村里增加138万元
收入，“每年都会卖掉一批，再随时补植。”

集体有钱了，才能为群众办事。通过
植树增绿为各村增加的收入，被广泛用于
村内道路建设、绿化、图书室建设等，改善
了村容村貌和居住环境。

截至目前，照镜全镇范围内总计30多
公里的主次干道两侧已高标准完成绿化，17
个村完成全域绿化，全镇绿化面积超过1.5
万亩，绘就了美丽乡村的底色。其中，东彰
仪村和楼村被评为国家级森林乡村。“2020
年，我镇被评为省首批美丽小镇，绿化工作
是最大的加分项。”方伟自豪地说。7

▼绿满太行春意浓7
高书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