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鹿邑县人大常委会

重温“延安精神”

本报讯（记者王侠 通讯员马晓明）4

月23日，鹿邑县人大常委会在延安干部

培训学院组织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弘扬“延

安精神”党性教育培训班。

此次培训采用专题教学、访谈教学、现

场教学和体验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从

不同角度阐述了我党在延安凝聚党心民

心、创造辉煌奇迹的根本所在，以及延安精

神的经验与启示。通过学习培训，全体学

员重温了我党不畏艰难、自力更生的延安

岁月，深入思考了“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

处去”的使命。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4 月 22 日，

2018舞钢国际环湖马拉松赛在风景秀

丽的龙泉湖、凤鸣湖畔举行，来自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8个国家的

26名外籍选手和来自国内的马拉松选

手及爱好者5176人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肯尼亚选手凯伊欧

和普莉特分别以02:24:57和02:57:34

的成绩获得全马男子、女子组第一名。

舞钢本土选手袁桂获得全马女子组第

二名，成绩是02:58:37。24公里组男

子、女子第一名分别被我国的王桓和坦

桑尼亚的班纽俐伽·布莱顿·卡特斯哥

娃夺得，成绩分别是01:29:12和 01:

55:02。

为进一步丰富舞钢环湖马拉松赛

的文化内涵，本届赛事上，主办方还特

意设置了舞钢特色小吃一条街，选手和

游客可以免费品尝具有地方特色的罐

饺子、沫糊等15种美食小吃；在赛道沿

途各乡镇、街道，布置了15个固定展演

点，举办武术、轧琴、锣鼓、舞狮等文化

展演；首次发行了“把美丽舞钢寄出去”

明信片暨《出彩舞钢》个性化邮票。

魅力舞钢再次“拥抱”马拉松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模范的革命军人”——曹渊

农村版责任编辑∶盛俊红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王姝综合新闻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2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为峰

本报讯（通讯员王学新耿彦君 记者

黄红立）近日，记者来到新安县石寺镇孟

庄村废旧矿山土地治理现场，放眼望去，

以往废弃的矿坑被平整的山丘取代，露天

的黄土新栽了树苗。“看到一排排树苗栽

起来了，我们心里也非常高兴，以往的废

旧矿山既浪费土地，也污染环境，现在被

打造成了绿色生态林，真好！”孟庄村村民

王小鸽开心地说。

石寺镇是矿产资源大镇，煤炭、铝矾

土等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曾过度开采，

造成如今孟庄村大片的废弃矿区内坑坑

洼洼，遗留了数万吨的废石、尾矿，耕地、

植被和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

今年，石寺镇先后启动实施了废旧矿

山土地治理和生态绿化工程，涉及窑院、

上灯、下灯等10个行政村，计划每年开展

废旧矿山土地治理和生态绿化5000亩。

截至目前，已治理废旧矿山1.2万余亩，植

树造林1万余亩。

新安县石寺镇
废旧矿山披新衣

本报讯 日前，第十二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洛阳分会场新

时代“一带一路”城市产融合作论坛暨

洛阳牡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洛

阳召开。会上，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

行行长傅小东作了题为《开发性金融助

力河南“一带一路”建设更出彩》的主旨

演讲。在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

亚和傅小东行长等的见证下，洛阳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李金迎与国开行河南分

行副行长李刚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

根据《协议》约定，未来五年，国开

行将发挥开发性金融规划先行和融

资、融智、融制优势，在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棚户区改造、百城提质、国家储

备林、新型城镇化等领域，提供长期、

大额、低成本的资金并引领社会资金

投入，鼎力支持洛阳市建设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

国开行与洛阳市的合作始于1999

年，该市也是河南省第一个与国开行开

展银政合作的省辖市。目前，国开行在

洛阳市已累计投放各类资金464亿元，

余额356亿元，重点支持了脱贫攻坚、棚

改、百城提质、城市基础设施、助学贷款

等。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方面，国开行

累计向洛阳市重点企业投放资金9.25亿

美元，用于境外工程承包、企业并购等，

有力支持了企业“走出去”。

傅小东表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的签订标志着国开行与洛阳市的合作进

入了新阶段，下一步国开行将紧密围绕

洛阳市委、市政府“9+2工作布局”以及

“四高一强一率先”的奋斗目标，充分发

挥开发性金融优势，支持洛阳副中心城

市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洛阳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董道元林璐）

◀上接第一版
如今的西峡县，已初步建成了以国

省干线道路为骨架、县乡路为支撑，连接

旅游景点、乡村产业的立体化交通网络，

初步形成了两条高速（沪陕高速、三淅高

速）、5条国道（311线、312线、208线、

209线、345线）、3条省道（328线、335

线、249线）、5条战备公路、两条旅游公

路、27条县乡公路纵横交织的大交通格

局，真正成为豫鄂陕毗邻地区重要的交通

枢纽。

建管并重，畅通乡村发展“大动脉”

交通道路“三分在建、七分靠养”。西

峡县担负着国道311、312、208、209、345

线和省道328、335、249线5条山区国道、

3条省道的养护任务，总里程356公里，是

全省养护距离最长、养护任务最艰巨的

县。针对全县公路线长、面广的实际情

况，该县牢固树立建养并重的思想，着力

在“谁去管，怎么管，管不好怎么办”上做

大文章、做好文章。

西峡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

区县，全县90%以上的干线公路盘旋在

崇山峻岭之中，工作强度之大、工作环境

之艰苦、工作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为提

高养护质量，该县坚持“小坑大补、浅坑深

补、圆坑方补、连坑全补”的修补原则，落

实“一坑一补”质量管理责任制。针对山

区路基宽窄不一的先天缺陷，他们在全县

开展路基标准化整修行动，要求所有路基

均按一定的坡度、宽度、高度逐段整治。

根据规范砂土路料堆放的要求，每一公里

砂土路每年准备200多立方米砂土材料

供修补使用。在日常养护中，他们做好边

沟疏通、杂草清理、林木修剪等系列养护

规范，使路容路貌常年保持，达到了路面

平整无坑槽、路基坚实无沉降、排水畅通

无淤塞的效果。承担的“水泥稳定沙砾在

沥青路面半刚性基层中应用研究”课题，

取得重大成果并在南阳市312国道沿线7

县区推广应用，荣获南阳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

桦树盘道班位于原 311 国道老界

岭，道班所负责的路段平均海拔在1000

米以上，这里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经常

会有豺狼出没。从 20世纪 50 年代开

始，“全国劳动模范”黄自立、符新成，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运来等一茬

一茬“护路人”扎根伏牛山之巅，把青春

年华奉献给公路事业，他们被称为新时

期的“愚公”。

农村公路点多、线长、面广，高度分

散，管理难度大。为有效打击和遏制超限

运输行为，有效维护好路产路权，先后拆

除在公路红线内各种违章建筑 540座

（间），电杆、广告牌杆400余根，治理规范

马路市场30余处，规范公路沿线加水刷

车摊点62处，拆解违法改装车辆42辆，

整治公路打场晒粮，极大地维护了路产路

权，保障了公路畅通。

巧织路网绘远景，富民强县铺坦途。

自20世纪90年代初，该县在河南省交通

厅开展的两年一届的“社会主义好路杯劳

动竞赛”中连续14次捧得“金杯”，创造了

全省公路发展史上的奇迹。

架起金桥，路畅民安带动“百业兴”

随着一条条农村公路的建成，一辆辆

客车开进了大山，一辆辆货车开进了山

村，一辆辆农用车开到了田间地头。公路

不仅改善了农村的运输条件和投资环境，

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拉动了旅游产业，

扩大了农民就业，加快了农村信息传播，

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

念。每每谈起这些变化，田关乡孙沟村果

农马大林感慨地说：“公路是沟通政府与

群众的连心桥，是富民强县的黄金道，是

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公路通到村，土里也能生黄金。

修通了公路，带来了信息和技术，推动了

现代农业的发展。目前，以猕猴桃为主的

林果业、以山茱萸为主的中药材业、以香

菇为主的食用菌业，已经成为该县农民脱

贫致富的三大特色产业，产值超过60亿

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原

来山里的特产因交通条件差运不出去，如

今路通了，群众种植的积极性高了，效益

也大幅提高。目前，该县已发展人工猕猴

桃基地12万亩、产量6万吨，山茱萸GAP

基地22万亩，袋料香菇产量20万吨、产

值20亿元。

——公路连成网，西峡融入大市场。

“公路通了，城乡近了；脑筋活了，门路广

了；收入多了，面貌变了”是西峡人的切身

感受。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外

资企业等纷纷扎堆西峡，推进县域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西峡制造”“西峡创造”融入“一带一

路”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以香菇、猕

猴桃为主的农产品出口货值达8.8亿美

元。

——公路通景点，旅游产业大发展。

“景区开发到哪里，道路就修到哪里”，打

响了“水墨龙乡、生态西峡”品牌，建成了

沿208国道“百公里旅游长廊”，带动沿线

餐饮服务业迅猛发展。全县已建成开放

的A级景区达16家，其中5A级两家、4A

级4家，年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昔

日的穷山变成了“金山”，恶水变成了“秀

水”。“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趟班车，出行真

的很方便，来旅游的人也多了。”双龙镇化

山村农民李长卯说。

“四好农村路”修的是路，改变的是农

村面貌，联系的是党心民心。据王宜文介

绍，到“十三五”末西峡将建成以干线公

路、战备公路为骨架，与沪陕、武西、三淅

高速和宁西、蒙华铁路在境内交织，贯通

与相邻省市县主要公路通道，加之纵横交

织的农村公路网络，届时公路、铁路并举

联运，形成布局合理、指挥灵便、管理高效

的现代化交通枢纽，必将对西峡乃至周边

地区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和交通运输产生

深远影响。

一条条公路如一条条玉带缠绕着一

座座山峰，装扮着充满希望的龙乡大地，谱

写着一曲曲科学发展的乐章，公路服务经

济发展的格局基本造就，城乡生活在这里

实现和谐交融，民本理念在这里得到彰显

升华，西峡的明天将因路网发达更加辉煌，

全面建成小康的铿锵步伐将加速前进，高

质量的乡村振兴一定能变成现实……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4月21日，

“惠济区第一届全域旅游宣传周”活动

正式启动。活动期间，郑州市惠济区主

要旅游景区景点将推出热气球体验、盆

景展示、休闲垂钓等项目，活动将持续

到4月27日。

惠济区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全

域旅游的天然优势。该区生态环境优

美，位于黄河之滨、邙山脚下，拥有10万

亩邙岭和10万亩黄河滩区，索须河、贾

鲁河、枯河、东风渠等“三河一渠”盘绕其

间，森林覆盖率达42%以上，生态价值超

过40亿元；历史文化厚重，黄河文化、大

汉文化、运河文化交相辉映，拥有“华夏

第一城”的西山古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镇古荥镇；旅游景点众多，拥有国家4A

级黄河风景名胜区、3A级丰乐农庄等景

区景点30余处，专题旅游线路达18条。

说起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

店镇南家洼村的党支部书记何满雄，今

年70多岁的老党员何学纯说：“他能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样的村支书老百

姓太需要了！”4月21日，在南家洼村党

支部换届选举大会上，何满雄再次高票

当选为该村党支部书记。

今年49岁的何满雄，2008年担任

该村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南家洼村是有

名的落后村，村里债务累累，群众集体上

访较多，村务工作几乎瘫痪，该镇派任代

理村党支部书记长达8年之久。上任伊

始，他就默默地在心里定下一个小目标，

一定要带着大伙儿过上好日子！

南家洼村总人口1448人，耕地面

积2600亩，主要种植苹果、玉米、小麦

等，多是喜水作物，但村里机井太少。

于是，何满雄把打机井作为上任的首要

任务，3年多时间为村里建设了3座提

灌站，旱地埋管道8000余米，修渠道

1.1万米，让2600亩耕田全部变成了水

浇地。

路难行，是南家洼村的另一大难

题。何满雄多方筹措资金重修村中道

路。现在，南家洼村不仅拥有长达9000

余米的三横四纵的网格主次巷道，而且

从村到乡道的主干路也全部硬化了。

原来的南家洼村委会办公瓦房因

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他与村干部研究

后，决定在原有的村部旧址上改造、扩

建村部大院。2017年10月，一座占地

约3000平方米、两层共30间房屋，集

培训、办公、便民服务、文化娱乐、健身

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村部大院顺利竣

工，呈现在村民面前。望着黄墙红瓦、

窗明几净的新楼房，以及硬化一新、宽

敞整洁的文化活动场所，村民们笑逐

颜开。

西峡 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三门峡市南家洼村党支部书记何满雄

当支书就是要为群众多办事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彭红勇

郑州市惠济区

举行全域旅游宣传周活动

国开行助力洛阳加速建设“副中心城市”

连日来，台前县信访局干部刘合聪冒

死从金堤河勇救落水山东妇女的感人事

迹，成为豫鲁金堤河两岸群众谈论的焦

点，群众拍摄的救人现场视频迅速在微信

朋友圈转发……

“生死攸关，救人是应该的。”4月24

日，在台前县信访局，记者见到了刘合聪，

说起金堤河冒死救人的事儿，他显得十分

平静。

4月15日中午12时许，刘合聪和爱

人从县城菜市场买菜回来，开车路经金堤

河长刘大桥时，刘合聪的爱人突然喊道：

“有人跳河啦，有人跳河啦！”正在开车的

刘合聪迅速向左侧瞄了一眼，只见有人从

大桥栏杆上猛地向下面的河里跳去。

来不及思索，刘合聪赶忙把车停下，下

车后一溜小跑绕到大桥南边，边扯掉上衣，

边沿着近乎垂直的石砌河岸向下冲去。

在接近水面几米处，刘合聪纵身一

跃，冲向落水者。刘合聪从后面拦腰抱住

落水妇女，边踩水边稳定落水妇女情绪：

“你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有啥想不开

的，你走了家里人怎么办……”

“落水妇女当时穿着羽绒服和棉衣，

浸水后沉甸甸的，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刘合聪只是小时候在坑塘里洗过澡，其实

也不懂水性。距离岸边还有10多米远

时，刘合聪感觉体力明显下降，用脚尖试

了几次，都没有够到水下地面。

“坚决不能松气，拼死也要把人救出

去。”刘合聪给自己打气，“生死全凭一口

气，只要信心不动摇，就有生存希望。”

距离岸边五六米时，刘合聪的脚被水

里的钢丝扎了，他疼得猛地收缩了一下。

离岸越来越近，刘合聪的脚够到了水下的

地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与此同时，刘合聪的爱人在岸上大声呼

救，不少群众围了过来，几个年富力强的

小伙过来接应，把落水妇女和刘合聪先后

拉上了河岸。看到落水妇女生命无大碍，

刘合聪拿起岸边的衣服悄然离开……

“这附近俺都打听遍了才找到你。你

真是大好人，是俺家的大恩人，要不是你

俺孩子就没命了。”日前，落水妇女的母

亲、哥哥等十几人带着锦旗找到刘合聪，

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原来，落水妇女家住

山东省阳谷县，当时由于和家人生气，一

时想不开跳了河。

小甸镇，安徽省寿县东南部的这个

小镇看似并不起眼，但它是安徽省第一

个农村党组织诞生地。镇东一处园林

式建筑非常醒目，园内高耸的“寿县革

命烈士纪念塔”是小镇的标志性建筑。

革命烈士曹渊的纪念墓也在其中。

曹渊，原名俊宽，字溥泉。1920年，

曹渊考入安徽芜湖工读学校，被推选为

校学生代表，参加安徽芜湖学联并成为

领导成员之一。1921年，因参加声援安

庆“六二”惨案，被校方勒令退学。同年

秋，考入安徽芜湖公立职业学校，被选

为校学生会主席。1922年秋，因为该校

校长与学监对学生健康漠不关心，致使

一名学生死亡，曹渊带头参加斗争，被

校董事会开除学籍。

1924年，曹渊考入黄埔军校第一

期，入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

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派到黄埔军校

教导团学兵连任党代表。1925年部分

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成立了“中国青

年军人联合会”，曹渊是该会的骨干分

子。2月初，曹渊率领学生连参加讨伐

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其“神勇”表现受

到党代表廖仲恺的赞扬。6月，曹渊调

任一团三营八连连长，在讨伐杨希闵、

刘震寰叛乱的龙眼洞战斗中，曹渊率兵

迂回敌后袭击成功，一举夺取胜利。第

二次东征战斗中，奉命为团预备队，击

溃数倍于己的敌人，挺进潮汕。后因功

晋升为第一军第三师九团一营营长。

1926年5月，曹渊被派遣到叶挺独

立团任第一营营长。6月2日，叶挺独

立团被敌军围困，曹渊率一营支援，当

夜赶到黄茅铺投入战斗。次日凌晨全

团全线反击，击败敌军6个团，又乘胜追

击占领攸县，取得北伐战争中第一次大

捷。进军龙山铺途中，一营被敌援兵两

个团包围，曹渊集中全营火力，在当地

农民协会的支援下，击溃敌军并占领醴

陵城，又连下浏阳、株洲。8月19日，一

营作为前卫，协同友军攻下平江。

吴佩孚为了阻挡北伐军的前进，拼

凑两万余人，亲自部署防御汀泗桥，并组

成千余人敢死队攻到北伐军第四军军部

附近，叶挺派曹渊率部支援。一营经过

连续冲杀，将敌军的敢死队击溃，军部转

危为安，曹渊和一营受到传令嘉奖。8月

27日，叶挺独立团占领汀泗桥。

8月30日，在攻打贺胜桥战斗中，

曹渊指挥一营救出身负重伤的二营营

长许继慎，并组织一、二营官兵与敌军

争夺贺胜桥头阵地，打败吴佩孚亲自指

挥的敌军主力，打开了通往武汉的最后

一道大门——贺胜桥。

9月1日，各路北伐大军云集武昌

城下，曹渊率一营为突击前锋，全营大

部分官兵临战前均留下家书，表示誓与

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9月5日凌晨，

曹渊率一营冒着城头弹火竖起云梯，登

城与敌军肉搏，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

仅剩1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曹渊头

部中弹牺牲，年仅24岁。

周恩来赞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

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

荣的”。叶挺称他是“模范的革命军人，

且是我最好的同志”。新华社合肥4月
24日电

台前县信访局干部刘合聪

勇救落水妇女 感动豫鲁两省

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今年 4月是全国

第27个税收宣传月，

项城市组织开展了以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

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的活动，通过多种

形式宣传税法知识

等。图为4月 23日，

项城市国税局、市地税

局等走进项城职业中

专开展税法宣传。本

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

员张永久摄

项城
税法宣传
进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