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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崔永照

日前，栾川县秋扒乡初中校长崔红升，把一封感谢信送到
栾川县委第一巡察组驻地负责人的手中，感谢县委第一巡察
组排忧解难，让路灯照亮了学生们回家的路，温暖了秋扒村每
个家庭。

这事还得从栾川县委第一巡察组对秋扒乡党委巡察说起。
“秋扒中学为半寄宿制学校，晚上8点 50分放学后，一部分

学生要回家住宿。那时街上路灯都已统一熄灭。没有路灯，安
全隐患较大。”

“我们走访了学校负责人，了解到学校为保证学生安全，晚
上放学后就让教师分为几个组，摸黑护送学生回家，这样既加重
了教师负担，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是进驻之后，巡察组通过实地查看、走访，发现了该乡日
常管理中存在的漏洞。

“学生安全是大事，我们巡察组要高度重视，要求乡里立即
对此问题进行整改，消除隐患，必须让路灯照亮学生的回家路。”
在夜晚的组例会上，大家深入讨论。

会后，巡察组立即下发整改通知书，督促乡党委立行立改，
及时排查隐患，完善日常监管漏洞，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乡党委收到整改通知书后，立即与学校对接，决定把路灯的亮灯
时间往后延迟半小时至晚上9点 30分，为放学学生回家提供方
便，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为学校消除安全隐患，此举深受全体
家长和师生们的好评。

“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了学生回家的路，也拉近了干群关
系。巡察的目的就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群众办急事难事
揪心事，群众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县委第一巡察组负责
人表示。6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曹玲

“新的一个月，天天开心哟！”每月底到下月初，济源一中附
属初中的老师就会收到一份特别礼物，这是曹子芯老师带领的
美术社团特意制作的个性月历——颜色可挑选，造型可搭配，名
副其实的VIP定制。

曹子芯老师2020年研究生毕业于江南大学艺术设计专业，
同年 9月入职济源一中附属初中，担任美术教师。她在深入研
究教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雕刻艺术以橡皮章的形式趣味化
地植入课堂，并以送课下乡的方式推广至山区学校，深得许多学
生的喜欢。

“我预定一个‘端午’！”七年级学生周想给课代表写下要
求。“我预定一个‘香囊’！”八年级学生牛艺霖向社团团长提出申
请。每逢周末，向美术社团提出各自需求的学生众多，曹子芯老
师利用业余时间分类整理，社团成员提前认领、构思、完成任务，
并送给需要的“客户”。

“送你一个可爱的冰墩墩，祝你生日快乐！”“送你一个美丽的
雪容融，愿你健康到永远！”在济源一中附属初中，冬奥会的热情
仍然余温未减，同学们还在互赠冬奥会吉祥物，传递友谊与真诚。

美术课堂、社团活动、茶余饭后，同学们已把刻刀熟练掌握，技
艺练得炉火纯青，刻出的印章惟妙惟肖，刻出的人物活灵活现。其
间，没有教材，曹子芯老师自编教材；没有教具，曹子芯老师自购教
具；没有素材，曹子芯老师想法从网络上搜集。为了培养学生爱党
爱国爱家乡的赤诚情怀，曹子芯老师利用周末带领学生熟悉济源
的大街小巷。学生也不负期望，刻刀划破手指，咬牙忍着；油墨弄
脏衣服，自嘲一笑；长时间低头创作，他们顾不得休息，只是在原地
揉揉眼睛、拍拍肩膀，刻坏后从头再来，直至自己满意。

如今，曹子芯老师所带的美术社团已完成“冬奥会系列”“日
历系列”“端午系列”等作品，接下来，他们准备雕刻红色主题“赶
考路上有我，描绘出彩济源”。他们送出的祝福，就如灿烂的笑
脸，温暖着许多师生。美术社团的张力文同学，自编了一个顺口
溜——刻刀见证“双减”，印章留驻幸福！

据介绍，济源一中附属初中美术社团，仅是学校许多社团
的一个缩影。为了认真落实“双减”政策，深入贯彻《济源示范
区教育体育局关于转发〈河南省中小学校学生社团暂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确保学生课后服务质量，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和
学生兴趣共开设了文学类、艺术类、体育类、益智类等 6个类别
36个社团。

社团活动从课程设置到教师配备、从学生选课到进入课堂，
都努力遵循高标准、高水平、高效果的“三高”要求。经过一段时
间的运行实践，同学们个个都笑逐颜开、收获满满。6

让路灯照亮学生回家路

刻刀见证“双减”
印章留驻幸福

□本报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春日里，三门峡沿黄生态廊道宛如一
条飘带，串联起万千美景，也唤起更多美好
希望。

滚滚黄河，蜿蜒流经三门峡市 206公
里。去年以来，三门峡市提出，以紧临黄河
干流沿岸90个行政村为主，连线成片，建设
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近日，记者走入三门
峡沿黄乡村，感受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人居环境正改善

得益于乡村振兴等建设资金投入，三
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城村正迎来一场嬗
变。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城村，正加快与城
区融合。拆迁、筑路、修房，正忙着提升基
础设施工程——旱厕改水厕，建设雨污分
离管网，污水全收集处理，安装太阳能路
灯，房屋加装保温层。

村子美化别具匠心，手绘街头墙画，村
道两侧绿化，村中心建起小游园、亭子、长
廊，村民们闲坐在亭子里聊天、看风景，尽
显乡村恬静。一处水塔，连同周边，被改造
成池塘景观，村民又有了好去处。

环境改善，引来附近城区市民来城村
采摘、游玩。近年来，该村大力种植阳光玫
瑰、葡之梦等葡萄新品种，形成了上千亩优
质葡萄种植基地。

每年葡萄成熟时节，许多市民来体验
田园风光、乡村休闲生活，村民们干脆地头
摆摊，现场售卖。

“城村因为紧邻黄河湿地，土壤肥沃，
种植的瓜果蔬菜口感比较好。”村支书张茹
仙介绍。

随着途经城村的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通
车，让本就交通便利的城村区位优势更加
凸显。村里正建设装备有智能温室的高效
农业示范园，进一步提升发展水平。

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农村垃
圾、污水治理水平和村容村貌，提高农村生
活便利性，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正成为
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2021年，三门峡沿
黄乡村振兴示范带编制村庄规划43个，创
建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20个，卫生厕所
普及率85%以上。

乡村产业再升级

在黄河入豫第一村——灵宝市豫灵镇
杨家村小广场一角，一堆堆黑色的花椒籽
正在晾晒，散发阵阵清香，通过机械设备打
包，成为商品饲料出售。

杨家村是个“花椒村”，花椒在当地种
植结构中占了一半，有三四千亩。

“别看这小黑籽，南方客商收购用作鱼
饲料，每吨可卖 2450元，要再榨成工业用
油，每吨可卖 7000元。”王生财说，连晒干
的花椒叶也有人收购，每吨可卖 1200元。

现在村里正考虑提升花椒加工程度，提高
收入。

近两年，60多个大棚在杨家村相继盖
起，村民们开始尝试种植高附加值的农产
品。村民陈笙魅与他的伙伴们成立了阌园
生态农业园，去年克服水灾影响，冬天种植
了羊肚菌，今年春天终于迎来了丰收。

“每斤干羊肚菌可卖 400元。”陈笙魅
说，他们四个人承包 50多个大棚，收完羊
肚菌，准备种甘蓝等蔬菜。

被称为“摄影村”的三门峡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也面临乡村产业
亟待升级的局面。

后地村紧挨沿黄生态廊道，有8000亩
枣树，其中4000亩是明清古枣林。每年冬
季，离村不远的黄河湿地有成群的大天鹅
等野生鸟类栖息，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

“希望更多游客来这儿游玩，吃个饭、
住一宿。”后地村村支书谢山说，为了扩大
接待能力，该村通过集体提供场地、社会资
本投资等方式，建成 15间房 30张床位的
民宿。

近些年，干部群众意识到发展枣加工
迫在眉睫。今年来，村里利用项目资金帮
助村民建设了小型枣茶加工厂，目前正在
进行设备安装。村里还通过招商引资，与
一家企业合作生产枣醋、枣酒，延长产业
链。

乡村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日益凸显，乡村产业也由一产为
主导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转变。三门峡沿
黄乡村围绕小杂果、有机菌菜、道地药材、
生态养殖等特色农业，利用沿黄资源，衍生
发展特色产业。该市沿黄 90个村产业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 收 入 21626.9 元 ，高 于 全 市 平 均 数
18.2%；农村集体总收入 1168.17 万元，收
入超5万元的行政村有71个，其中超10万
元的有 35个、超 20万元的有 15个、超 50
万元的有5个。

沿黄旅游在蓄势

随着蜿蜒东去的黄河，一条复合型廊
道在建设者的手中逐渐成形。沿黄生态廊
道全程贯通在即，沿黄旅游即将迎来爆发
期。

在灵宝市豫灵镇杜家村，村民入股成
立旅游开发公司，正在建设金鸡岭黄河入
豫观景台项目。记者看到该项目工程基本
完工，观景高台、悬空秋千、窑洞民宿等设
施初步成形。

登上观景台俯瞰黄河，一条大河一览
无余，西边的风陵渡大桥飞架两岸，极为壮
观。金鸡岭下，黄河生态廊道蜿蜒曲折。

抵达三门峡大坝，沿盘山公路上行，就
到了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这里的村庄
几乎全在山上。近两年，三门峡市在高庙

乡实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项目，
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并塑造出独特的丘陵
梯田地域旅行体验。

靠近三门峡大坝的山岭上，大安村正
建设一个航模基地。300米跑道、机库等
一期工程已经建好，二期工程正在上马，将
跑道延长100米。

“大安村是当年修大坝时的搬迁移民
村，已没有耕地了，我们未来发展方向就是
旅游业。”大安村村支书张红新说，航空领
域已经批下来，直升机、旋翼机、滑翔伞等
都能在半径 3公里、高度 500米的空域内
飞行。

在大坝周边，随着数十个文化旅游项
目陆续建设，正在形成多样化的山地景观
群。规模宏大的大禹公园建设如火如荼，
沿途旅游观光亭台新颖别致，大安村改造
的传统院落成为打卡地，穴子仓村云岫、海
岚山庄民宿开业迎客，摩崖石刻、“开山福”
造型门、“朝我来”山体造型修复等微景观
工程完工，中流砥柱干部学院、沿黄铁路文
化公园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乡村旅游、生态旅游、黄河文化旅游等
沿黄旅游业态正呼之欲出。去年以来，三
门峡沿黄不少乡村借助沿黄生态廊道的优
势，持续聚合提升“黄河文明”“农耕文化”

“天鹅经济”三大名片影响力，打造专属乡
村旅游品牌，加速推进农旅融合发展，10
个总投资4.39亿元项目陆续开工。6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聂海

“徐主任，我们天天学习新技术，可
俺老婆痴迷打麻将，我一说她，她住到闺
女家，闺女反把我数落了一顿……”

五一劳动节前，扶沟县昌茂纺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茂纺织）二车间内，
50 岁的李师傅向徐秋萍说起家务事
儿。徐秋萍耐下心安慰李师傅后，大家
又投入到新技术的学习中。

车间里 200多名职工，基本都是从
外地返乡的，除了技术上一起探讨，无论
谁有烦心事儿，都会和徐秋萍说。徐秋
萍不仅是大家信任的车间主任，而且是
大家的“心理医生”。

徐秋萍2007年进入昌茂纺织，2020
年成为全国劳模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表
彰，如今是扶沟县总工会挂职副主席。在
她的引领和带动下，2010年至今，昌茂纺
织共培养出技术标兵 216名，2人获“扶
沟大工匠”、1人获“周口大工匠”称号。

而在20多年前，她还是打工妹。“上
初中时，我长跑、短跑、踢毽子都是第一，
尽管身体素质好，但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1999年我就到广东打工了。”徐秋萍说。

2003 年，她回家结婚，婆家条件也
不好。在娘家资助下，丈夫家盖了两间
房子作为结婚用房。但天有不测风云，
她公爹因胰腺癌去世，看病时欠下外债，
徐秋萍家又分了 2万多元债务。无奈她
和丈夫双双南下，挣钱还账。

摆地摊、卖凉皮、卖肉夹馍、开小饭
店……一场大风把刚辛辛苦苦挣的 400
多元钱刮得无影无踪。有了孩子后，她
用背带背着孩子做生意，尝尽在外拼搏
的酸甜苦辣，很渴望回老家务工挣钱。

2007 年，昌茂纺织在扶沟设厂招
工，徐秋萍从南方赶回，这一年她26岁，
在参加招工的人员中，数她年龄最大。

第一批40多名员工，培训一个月后
成为挡车工。培训期间，和十八九岁、手
脚灵活的小姑娘相比，她显得有点手脚
笨拙，于是下课后，她给自己加压，每天
多练半个小时，反复练接断头、包粗纱，
晚上在被窝里背诵理论知识。培训结业
时，她取得实践理论双第一的好成绩，直
接被任命为带班工长。

进入车间后，她成为众多新员工的
技术教练。3个月后，徐秋萍被破格提
拔为一车间主任，由于她专心致志，全身
投入，专业技能不断精进。她带领的车
间，在与前纺、细纱、自络车间评比中每
次都是第一。

为培养技术工人，她采取集中授课
和分别辅导相结合的方式，连续很长时
间都是半夜才回家。她自费购买《棉纱
技术知识》《挡车实用操作法》等书籍刻
苦钻研，第一批培养出的68名技术骨干
很快成为技术教练，这样就可以将更多
的农民工培养成技术工。

女工郭静静，36岁返乡进厂，练习
接断头时手紧张得哆嗦，甚至分不清左
右手。徐秋萍在她手上画上标记，空闲
时跟她聊家庭父母孩子等情况，减轻她
的压力。别人一天能练习成的五个步
骤，徐秋萍分五天加班帮她练习，郭静静
终于熟练掌握挡车技能。“是秋萍帮我人
近四十又学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挣
钱的愿望。”郭静静非常感激地说。

为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2015 年，

昌茂纺织决定新建 2万平方智能化纺纱
车间，由徐秋萍任主任。从 5月开工建
设，到 10月安装调试，2016年 3月正式
投产。全国同行业一年半才能投产的工
程，由于他们合理设计工期，不顾冬天手
脚冻伤，愣是把工期提前7个月，早生产
3850吨棉纱，增加产值1.1亿元。

“在企业，她的大多时间都是在培训
车间工人，搞好管理，但她不是一个好妻
子、好母亲、好女儿。一年中她休息的时
间，加起来不超过 20天，每天下午 5点
30分下班，晚上 7点 30分到 8点交班，
她必来巡视，常年如此。”昌茂纺织设备
总工黄春辉说。

昌茂二车间管理和技术维护人员共
有14人，负责生产监管、设备维修、电力
畅通、网络机台连接、运行状况监控、坏
车设备的及时处理。徐秋萍紧凑安排分
工，管理和技术维护人员都是一路小跑，
增效益，提速度。让企业避开用电高峰，
夜间开足马力生产，年节约电费 300多
万元。

现在客户可以通过物联网信息化平
台、手机APP，对企业棉纱的多项指标全
程浏览。徐秋萍通过刻苦学习，记住实
验室繁琐的数据，让客户可以直接下单
到二车间，随时按需生产。徐秋萍和团
队不断吸纳客户建议，促使工艺参数日
趋合理。管理智能化、产品国际化已成
昌茂纺织的亮点。

“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形势
影响，我们虽有库存，但在大家的努力
下，今年销售和税收仍处于上升状态。
近期多名返乡农民工进厂，我会尽快把
他们培养成技术工人。车间现有207名
工人，基本都拿到了技工等级证书，干劲
儿很足！”徐秋萍说。6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叶新波

憨厚实在的老兵，自1985年退伍开店以来，坚持诚信经营，
不仅赢得周边居民好评，也聚拢了一大批“铁杆顾客”，他就是卢
氏县文峪乡大桥头小百货商店店主李平方。

2014年冬，大雪铺路，李平方打开店门，发现门外躺着一个
流浪汉。一番询问、反复打量得知，他是个孤苦伶仃、无家可归
的聋哑人。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李平方一直坚持
助人为乐，不仅为聋哑流浪汉安排住处，还照顾聋哑流浪汉吃
穿，并帮他在网上发布寻家启事，但一直没有回音，因此李平方
持续帮助聋哑流浪汉的善举，至今从未停止。

说起李平方的小百货商店，附近的居民个个竖起大拇指。
“李平方人好心善，货真价廉，我们都愿意来他这买东西。”前来
买烟的村民李涛评价说。“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诚信、不欺客、薄
利多销，这就是我生意越来越好的窍门儿！”李平方自豪地评价
自己。

据介绍，李平方的小百货商店是卢氏县第一批现代卷烟
零售终端示范店，2019年至 2021年，已经连续三年被评为“省
产烟销售明星”，单是卷烟零售一项，每年都为他带来 10万元
营业收入。

2021年，他安装了“金叶通云 POS”终端销售管理系统，为
了熟悉销售管理系统，他积极参加营销培训，没事就坐在电脑前
摸索研究。如今他不仅能准确读懂进货、销货、存货数据，还学
会发展会员和积分兑奖，增加消费者黏性，拓宽盈利渠道，由经
验性营销转向数据化营销。6

老兵开店

百姓故事

黄河岸边新希望
舆论关注

农家打工妹成了全国女劳模

徐秋萍在车间巡视。6 黄金峰 摄

三门峡湖滨区高庙乡穴子仓村窑洞民宿。6 孙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