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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社会视点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郎晓豪

夏日，骄阳似火，热气熏蒸。走进“烟
叶王国”襄城县十里铺镇，展现在眼前的是
烟叶的海洋。

东姚村返乡种烟的大学生周世栋，正
在悉心指导务工人员为烟叶追肥。“只要下
功夫，‘烟叶子’也能成为‘金叶子’！”周世
栋风趣地对烟农姚正要说。

今年32岁的周世栋，2012年从郑州交
通学院毕业，当年在郑州找到一份物流行
业的工作。随后，他与在郑州做服装生意
的本村姑娘姚文娟结婚，小两口日子过得
甜蜜殷实。

2020 年 8月 7日，襄城县隆重举行纪
念毛主席视察襄城县烟叶 62 周年大会。
周世栋有幸参加，并兴致勃勃地到毛主席
视察襄城烟叶纪念馆参观。

讲解员说，1958年 8月 7日，毛主席站
在十里铺镇小张村的烟田，用手摸着长势
喜人的烟叶高兴地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
王国了！”听到这儿，周世栋心潮澎湃。接
着他了解到：襄城县有600多年种烟历史，
为全国 80多家大中型卷烟厂及 38个国家
和地区提供优质烤烟。从此，他就有了返
乡种烟的梦想。

他把想法对妻子一说，遭到了极力反
对：“咱在郑州有事干、有钱赚，好不容易
才走出农村，为啥要回去呢？”母亲也劝
他：“在省城发展恁好！回老家干啥？”“我
支持！要维护‘烟叶王国’这个光荣称号，
种烟技术就得一代一代传下去，孩儿你在
前头干，我给你做技术指导！”周世栋的父
亲却双手赞成。当年秋天，周世栋携妻带
子回到家乡。流转土地 32亩，开始了种烟
生涯。

整地、打畦、起埂、张膜、移苗……他一
边参加镇里组织的烟叶种植培训班，一边
跟着父亲学习烟叶管理技术。功夫不负有
心人，周世栋种出了高质量的烟叶。

在烟叶采收、烘烤上，他一改过去的七
成采收做法，改为十成收烤，熟一片采一
片；烤烟由过去的土炕、火炕，改为自动控
温控湿的电气炕。

2021 年夏秋，烟田连遭暴雨，烟叶倒
伏在泥浆里。天蒙蒙亮，他就来到烟田，像
扶跌倒的孩子一样，一手扶烟一手往烟根
封土，连续作战几天，一棵棵烟叶终于又站
了起来。尽管灾情严重，当年他仍收入近
20万元。

战胜困难的喜悦，更加坚定了他种烟
的信心。今年，他又扩种 50亩。目前全镇
种烟面积达1.4万余亩。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乔连军

“谢谢你！帮我摘桃。要不是你带科
技特派员教我修剪果树、防治病虫害、科
学疏果套袋，俺家桃子也不会这么好。”7
月 7日一早，商水县邓城镇许村返乡创业
标兵范丹丹，向团省委派驻许村团支部第
一书记张耀再次表示感谢。

2007年，张耀警校毕业后，成为周口
市公安局一位刑警。2009 年 9 月，他辞
掉刑警工作，报考了大学生村官，录用后
派驻许村。一进村，张耀发现许多田地
荒草丛生。经了解才知道，部分村民常
年外出打工，顾不上种田，造成农田撂
荒。

为此，张耀卖掉自己的新房、小车，又
筹借 130 万元，以每亩租金 1200 元的价
格，将村头的 86亩撂荒地流转过来，建成
了优质葡萄园，安排 30名贫困村民在葡
萄园务工。在张耀的帮助下，如今许村发
展葡萄 230 亩、晚秋黄梨 150 亩，安排就
业岗位120个。

张耀通过考察，认为炸油条投资小、
利润大、市场广，就邀请面点师在许村连
续举办5期炸油条培训班，先后培训1000
多人次。据统计，现在全村每年外出炸油
条的村民达 1000多人，人均年收入 13万
元。许多人因此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
家里建起小洋楼。

今年 35岁的许洋洋、张莉夫妻俩，原
是贫困户，他们学会炸油条后，到郑州卖
早点，年收入30多万元。在郑州干了6年
后，如今在村里建起三层楼房。

许村紧靠大沙河，村内有棵树龄两
千多年的银杏树，刘秀饮马台遗址位于
村北，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叶氏庄园位
于村西，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为了利用
好这些资源，张耀和村干部跑项目、跑资
金，创建了红色教育纪念馆、民俗文化收
藏馆、古法酿酒博物馆，村里大街小巷都
修成了水泥路，街两旁全部绿化美化。
去年种了 200多亩油菜花、向日葵，引来
数十万游客，给群众带来 3000多万元收
入。今年，许村又种植菊花 300多亩、山
药 200多亩。

2020年 7月，残疾人丁玉英的儿子考
上大学。张耀得知后，同镇分管扶贫工作
的副书记赵天动、驻村干部康国富，为其
捐款 3800元。同年秋，老党员许四新的
晚秋黄梨卖不出去，张耀通过微信、抖音
发布信息，帮他解决了难题。果园旁的路
仅3米宽，影响通行，2021年春，张耀通过
努力，争取到 200多万元修路款，使这条
道路变成了 5米宽，商贩来拉果子可以直
接把车开到果园里。

张耀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十大最美村
官”“河南省十大杰出大学生村干部”“周
口市脱贫攻坚十大领军人物”。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周武申 李梦茹

“这两年，我依靠刺绣和直播，一年能收入万把块钱，生活也
越来越有盼头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帮助，让我的人生有了
希望。”日前，在焦作市武陟县木栾街道前牛村，正在家里做刺绣
的李小六言语间充满了乐观。

今年44岁的李小六，三岁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由于家里
穷未能及时治疗，导致双腿重度残疾，后半生只能依靠轮椅度过。

1992年，李小六的父亲撇下他和年迈多病的母亲离开了人
世。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全靠低保和各种救济艰难度日。

李小六的遭遇和不幸引起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如何将他
从绝望中拉出来，实现脱贫，成为县乡村三级帮扶干部的头等事。

“小六，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练就一技之长。”李小六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时，村党支部书记高彩凤语重心长地告诉
他。听到这话，李小六高兴坏了，可随即又陷入了沉默：“我还能
干点什么呢。”

为了让李小六找到生活目标，村党支部书记和县乡帮扶干
部商量，达成一致意见：让李小六学刺绣。高彩凤为李小六免费
配置电脑，并聘请专人免费为他传授刺绣技巧，教他掌握一技之
能。

“学习刺绣很费功夫，但小六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学习刻
苦认真，半个月左右就初步掌握了刺绣技巧。”高彩凤说。

每天，在给老母亲做好饭后，他便拿起针线琢磨，“为了能绣
好清明上河图，即使手指头都被针挑破了，我也觉得值。”谈起自
己刺绣的经历，李小六几度哽咽。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李小六绣出的第一幅“清明上
河图”，在武陟县社会扶贫网被一位爱心人士以 3800元的价格
买走。面对人生第一桶金，泪流满面的李小六激动地对母亲说：

“我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了，不用再担心我以后的生活了。”
有了“清明上河图”的经验和成就，李小六又相继绣出了“八

骏图”“花开富贵”“荷塘月色”“富贵平安”等作品，希望的曙光终
于照进了他的人生。

“只要坚定信心，不等不靠，人人都可以成为命运的强者。”
李小六作为武陟县脱贫户典型代表，在脱贫光荣户先进事迹报
告会上，作出这样的总结发言。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王群章 曹新磊

近日，宜阳县出现明显降雨，部分时段降雨量达到大雨级
别。住在顶楼，往年总为屋顶漏雨担心的市民张金团，满脸喜悦
地告诉记者：“往年下大雨，俺家屋顶常常渗水，得用盆接，天晴
后墙面发霉，墙皮还会往下掉。去年，县里住建部门用树脂瓦给
俺家修了楼顶，好看耐用，再也不用为房屋漏雨操心了。”张金团
家的安心来源于宜阳县目前正在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像张金团家一样，宜阳县的老旧小区大多建于 20世纪 90
年代，屋顶漏水是普遍现象，加之居民在楼顶安装的太阳能热水
器也不时来“凑热闹”，隔三岔五的房顶漏水，更让顶楼住户烦不
胜烦。

屋顶漏水已成为困扰群众多年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是
老旧小区的“外伤”。解决这个“外伤”，需要对症下药。

面对小区楼顶普遍漏雨的现状，宜阳县住建局和设计单位、
业主代表多次沟通，并借鉴外地楼顶改造经验，决定采用新型树
脂瓦为屋顶防水主材。此材料具有质轻耐重，能减少房屋的承
重量、防火耐腐、隔热隔音、绿色环保等优点。同时在屋顶四周
均砌筑天沟，以防止突发大雪、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造成的雨雪
量堆积。天沟底部做了细石混凝土找平层。为确保无渗水和漏
水质量隐患发生，待找平层干透后再做两层 4mm厚改性沥青
防水卷材。防水卷材上部再进行水泥砂浆保护层，更进一步保
护了防水卷材的耐腐使用寿命。另外为使整体外观统一，在主
楼外拆除了原有落水管，并统一新换为PVC落水管。

据宜阳县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2022年，宜阳县计划改造
76个小区，改造面积 30.8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2915户，这 76
个老旧小区楼顶将全部采用新型树脂瓦，确保2915户居民再也
不为楼顶漏雨发愁。

小区屋顶防水改造的背后，是为民服务的心贴心。“这项工
作涉及千家万户，我们将把老旧小区屋顶防水改造工作作为‘我
为群众办实事’的主要内容之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再也不为屋顶漏雨担心，不断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宜阳住建部门的负责人介绍。7

屋顶小改造 幸福大民生

□本报通讯员 王毛生

“俺们正在为稻田里放不进水而无法插秧发愁时，你们送来
了水泵等抗旱物资，这可真是‘及时雨’呀！”7月 4日上午，平顶
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曹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军伟，望着
稻田里浇过水的秧苗，笑着对来曹西村就双方党建共建签约的
河南中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屹公司）董事长苑增喜
说。

6月中上旬，在夏种关键时候，由于持续高温少雨，曹西村
出现了重度旱情，全村 1400多亩耕地中有 400多亩无法灌溉，
严重影响该村秋季农作物的播种和出苗。苑增喜了解情况后，
立即组织公司工作人员购买汽油机水泵等抗旱物资送到曹西
村，并组织公司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到该村协助抗旱。

汽油机水泵等抗旱物资的投入使用，让曹西村的秋季农作
物5天内就高质量播种完毕。“俺家共有6亩地，因为干旱，原打
算撂荒不种了。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中屹公司送来了汽油机水
泵，俺一天抽水浇地，一天插秧，2天时间夏种就结束了。最近
又普降喜雨，秋庄稼更有指望了！”曹西村村民张更才高兴地说。

“曹镇是我的家乡。这些年，我切身感受到了在党的领导
下，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苑增喜说：“企业必须承担社会
责任。中屹公司将主动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发挥公司专长，
为曹西村发展免费提供规划、设计、咨询等专业化服务和指导。
今后，公司还将到曹西村进行项目投资，全力支持家乡振兴。同
时，汇聚慈善力量，号召更多的爱心企业和人士助力家乡建设和
发展。”

当天，苑增喜还带领多名公司员工到曹西村党史馆、村史
馆、党恩井等处参观学习，并集中采购了该村生产的无公害大
米、香菇酱等土特产。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王向灵 吴佳明

“需要买急需的生活用品，或者煤气
用完了，只要一个电话，就OK了。”“平日
里看得见他人，听得见他声，他就是俺老
百姓的‘暖心快哥’。”这是沈丘县北城办
事处华丰社区居民，对县委巡察办网格员
赵帅的由衷赞美，也是该县实施网格化基
层治理所产生的效果。

时下，在沈丘县各个乡村（社区），像
赵帅这样的“暖心快哥”多达 10374 人。
他（她）们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足迹遍
布大街小巷，激活了基层治理的一池春
水。

小网格大格局

基层干部人员少，工作形不成合力，
一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如何破解
基层治理的瓶颈，推动基层治理从硬性管
理向柔性治理的转变？

今年以来，沈丘县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坚持“党建统领、城乡一体、条抓块统、
数字赋能”的指导思想，把实行网格化服
务管理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
要抓手。根据民生需求、人口密度、党员
数量等，在全县范围内设置一级网格 1
个，二级网格 22 个，三级网格 612 个，四
级网格 1630 个。网格长由共建单位、乡
镇（街道办事处）包村干部及村（社区）干
部担任。在 300 户至 500 户一个综治网
格基础上把 30户设为一个微网格，共产

生网格员 10374 个。绝大多数网格员由
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乡
贤及思想进步、觉悟较高、责任心强的村
（居）民担任。

为此，全县专门新成立了52个网格党
支部，把县域内的人、地、物、事、组织等社
会服务管理内容，全部纳入网格管理。让
基层党组织在村庄（社区）全覆盖，建立起
以县级为顶线、乡镇（街道办事处）为中
线、村（社区）为底线、社会治理信息平台
为轴线的网格化基层治理体系。

目前，全县2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全
部实现网格化管理。遍布基层的网格员
和网格志愿者通过进百姓门、问百姓事、
解百姓忧，对网格内能够解决的问题力争
一站式解决，对无法解决的逐级上报，切
实做到零搁置、零积压。

“有了网格员之后，落实上级政策更
快了，工作效率更高了！”石槽集乡北程营
村党支部书记温利花说，过去，村里大小
事务全靠几个村干部，由于精力有限，效
果不好。现在“网格长一吹哨，网格员来
报到”，上级安排的工作部署、指令要求，
可以迅速直达群众，各种社情民意也能及
时反馈，群众参与各种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被充分激发。

小网格大民生

“小网格里装着群众的柴米油盐，装
着群众的‘菜篮子’！”27岁的网格员张闪
闪说话风趣幽默。张闪闪是县纪委监委
一名党员干部，在新冠疫情期间连续多天

的全员封控中，发现群众的“菜篮子”出现
了短缺。

怎么办？张闪闪经过与蔬菜市场和
菜农对接，不但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
而且破解了“菜园子”的蔬菜销售难题。

守好一扇门，护好一方人。石槽集乡
张楼村徐某某、张某某两家因宅基地发生
纠纷，村网格员张胜利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多次上门讲解法律法规和“三尺巷”的
故事，最终让两家握手言和。

该县北城办事处红旗社区，位于省道
207、郑合高铁和沈丘高速路口处，人员流
动量大，管理难度大。为此，该社区制定
了网格员“一岗八责”管理制度和积分考
核制度。

网格员每天坚持两次敲门，及时发现
和登记居民变动情况，建立网格居民微信
群，及时转发县委县政府有关政策和要求
及疫情防控知识等，同时还建起网格党支
部，让居住在这里的党员在网格中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让广大居民享受到困难有人
帮、难事有人解、利益优先享、好处优先得
的幸福“套餐”。

据统计，目前全县网格员共走访城乡
居民家庭329350户，解难题、办实事1631
个，化解各类居民矛盾纠纷480余件。

小网格大情怀

随着基层治理工作不断深入，群众对
网格员的认可度明显提升。为了激发网
格员的工作热情，该县相继出台《沈丘县
网格化管理工作奖惩办法》《关于整合资

源进一步关爱激励网格员的实施方案》，
让广大网格员亮身份、受尊重、享便利、得
实惠、有发展，将每月的 16日定为网格员
的培训日，每月的17日定为全县网格化管
理日，对网格化管理实行月总结，每月评
出不低于 100名优秀网格员，县委县政府
拿出10万元奖金用于激励先进。

全县在所有行政服务窗口，开设“网
格员代办绿色通道”。积极链接商圈资
源，组建“网格共建商家联盟”，网格员凭
证件到联盟店消费，享受专属打折优惠，
把对网格员的关怀落到实处、细处、关键
处，为充分调动网格员的工作热情注入

“催化剂”。
同时，该县从县直单位中选派41名骨

干充实到中心城区41个网格中，担任专职
网格指导员，专业负责指导、督促、协调、
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

35岁的刘鹏，是来自县住房保障管理
中心的一名网格指导员，在指导九和社区
网格员走访居民时了解到：和谐西区住户
孙某，于 2020年在社区选了一套安置房，
由于工作人员在信息登记时出现失误，出
现了一房两卖、一房两户的情况。气愤的
孙某，执意要上访。刘鹏耐心细致地做孙
某的思想工作，又从入住缴纳物业费方面
入手，积极联系所在物业公司，免除了其3
年物业费，最终以让孙某重新挑选了一套
安置房将问题化解。

“让人民幸福生活就是我们的最大追
求。今后，我们将努力推动基层治理网格
化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
指数！”沈丘县委书记田庆杰表示。7

小网格破解基层治理瓶颈
——沈丘县基层治理网格化的调查

百姓故事

爱心企业助力 田间禾苗解渴

身残志坚“绣”人生

返乡创业进行时

最美村官，在广阔天地挥洒青春

“烟叶子”也能成为“金叶子”

张耀向果农传授葡萄疏果技术。7 乔连军 摄

烟农正在忙于烟田管理。7 古国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