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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宜阳县樊村镇任村在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当天，该村年满

18周岁的1005名选民对提名候选人进行了投票。目前，宜阳县353个村

（居）委会换届工作已全面展开。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马正文 摄

“好学生救了俺爱人的命！”

平顶山市卫东区

33名农民工领工资12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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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汝南县板店乡 人人动手整环境 美丽乡村入画来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乡村是我家，环境靠大家，今天和大

家一起参加公益劳动，一点也感觉不到

累。”1月20日，在汝南县板店乡冯屯村董

庄村民组，几名群众正在沿路清扫垃圾、

铲除杂草，村民董小坤一边忙碌一边说。

“我们村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儿

子一家在县城生活，每次打电话都劝我去

和他们一起生活，看着家里的环境越来越

好，我真舍不得走。”退休教师董得山也主

动加入环境整治队伍，他一边清理杂草一

边与大伙拉家常。

“我们村曾经是一个贫困村，过去道

路泥泞不堪，柴草杂物到处堆放，露天旱

厕到处都是，一到夏天苍蝇乱飞。现在水

泥路修到家门口，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

净、院落整整齐齐。自从旱厕改为水冲式

厕所后，环境也变好了，家家院中都植树、

养花、种菜，生活环境越来越漂亮。”冯屯

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喜说。

据王永喜介绍，近年来，冯屯村积极

顺应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村

容村貌整治、村庄绿化美化、垃圾清理为

重点，全面改善人居环境。村“两委”干

部、党员、公益岗人员以身作则，带头示

范，广大群众踊跃参与，积极开展脏乱治

理，对存量垃圾和沟渠路边的杂草、秸秆

进行彻底清理，同步开展房前屋后卫生

整治和农户家庭“五净一规范”。拆违治

乱，整治废弃坑塘，因地制宜建设小游

园、小花园、小菜园，让最脏、最乱的地方

变成最美的风景。在干群同心协力整治

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人人爱护环境

卫生的新风尚，塑造群众共建和谐美丽

新农村的美好形象，村庄颜值与村民幸福

感得到双提升。

“不仅是村子变漂亮了，我们家院子

里也干干净净的，看得人心里舒坦。”正在

往垃圾桶里倒生活垃圾的村民董风林说，

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活动，村民也养成

了健康的生活习惯。现在村委会组织专

人不定期检查每家每户卫生情况，大家参

与环境卫生整治的积极性日渐高涨。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是简单地说

说就能够治理好，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需要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和参与度，并

且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板店乡乡长池

红军提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有体会。

在工作中，板店乡坚持以基础设施建设、

村容村貌整治、乡村绿化美化亮化、垃圾

清理、户厕改造为重点，乡主要领导靠前

指挥，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全体机关干部

深入村组一线，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党

员、群众代表的示范带头作用，动员群众

积极参与。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设立

了保洁员、道路养护员等公益性岗位，配

备垃圾收集转运车和清洗车，配备1445

个垃圾桶，垃圾实现户投放、村收集、乡

清运处理，使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和垃圾

清运成为常态。适时召开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现场会，定期开展“美丽庭院”评选

表彰活动，营造全民动员、人人参与的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氛围。

“近年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

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打造，板

店乡各村的村容村貌、社会风气明显改

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人居环境

整治的投入力度，推动建立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长效机制，全面落实人居环境常态化

管理，不断推进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板店

乡党委书记王留印说。

1月22日，记者站在洛阳市瀍河区

“中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门前，伴随

着工作人员的讲解，一段激荡人心的峥

嵘岁月扑面而来。

1921年12月24日，随着震惊中外

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在中

共领导人李大钊的建议下，游天洋、白眉

珊、王福顺在这里成立了河南第一个党

组织——“中共洛阳组”。由此共产主义

运动在中原大地上绽放出第一簇火苗，

燃起了全省创建党组织的燎原之势，对

河南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工人运动 播下革命火种

“左三这位留着短发、精明中透着干

练的青年名叫游天洋，就是他领导了著

名的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他才20

岁……”走进纪念馆，讲解员杨岚指着展

柜内一张发黄的照片，向记者讲述了一

段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

时针拨回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

发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识分子，看到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伟大

力量，开始到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毕业于当时的北京铁路管理学

校的进步青年游天洋到洛阳铁路机修厂

工作，之后与白眉珊等先进分子一起，成

立了洛阳陇海铁路同人俱乐部，并借助

在《工人周刊》上撰文及开办工人夜校等

形式，向铁路工人宣传革命思想。

1921年11月17日，洛阳铁路机修

厂西厂副厂长、比利时人狄孟违反厂规，

无理克扣工人工资，殴打工人，开除与之

争辩的20多名工人，引起了全厂工人的

极大愤慨。游天洋等人随即成立“罢工

委员会”，陇海铁路工人也当即发表《敬

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

宣言书，庄严宣告：“工人不能忍做亡国

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

一时间，饱受苦难的铁路工人们纷

纷奋起反抗，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

大罢工爆发了。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得

到了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支

持，他一面派罗章龙前往洛阳指导罢工

运动，一面通知各工会捐款援助陇海铁

路工人大罢工。最终，大罢工取得了彻

底胜利。这是我国北方工人斗争史上第

一次规模最大的胜利斗争。

星星之火 照亮中原大地

罢工的胜利，让陇海铁路工人空前

团结，也让游天洋更加坚定了他献身革

命的决心。1921年，由李大钊、罗章龙

介绍，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游天洋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河南省第一名中国

共产党党员。

“游天洋随后发展白眉珊、王福顺入

党，成立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杨岚介

绍，河南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

诞生，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最

早发展的4个党支部、党小组之一，在中

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共洛阳组”的影响下，陇海铁

路线上的郑州、开封、商丘等地纷纷掀起

发展党员、设立党组织、成立工会的运

动，在以后的发展中，陇海铁路工人也有

力地支持了全国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

星星之火从洛阳燃起，照亮了中原大地。

1922年冬，游天洋因劳累过度，突

患脑出血在郑州溘然辞世，年仅21岁。

“游天洋是北方第一个身殉劳工运动的

战士，他身上所体现的坚守初心、勇于斗

争的精神特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

产党人！”郑州铁路局洛阳机务段办公室

主任张先锋说。

抚今思昔，“中共洛阳组”的故事还

将继续书写下去。去年，洛阳市启动“中

共洛阳组”诞生地纪念馆改造提升工程，

在保留原展览馆的基础上，建设一座集

党史展览陈列与党建教育于一体的大中

型纪念性历史类博物馆，预计将于今年

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绿了山川 富了乡亲
（上接第一版）
翁建民原是一名军人，1990年退伍

后，成为淅川县林业局一名护林员，管护

着西簧乡6万多亩山林。30年来，他每

天走40多里山路，硬是在山林中踏出一

条条小道。

三分栽种，七分管护。翁建民说，每

天得巡山，看看有没有盗树的、砍柴的，

有没有火情隐患。攀爬陡峭的山路，年

过半百的他气不喘，腿不软。

“以前，这里偷盗林木的事件时有发

生，对盗伐者，我们毫不留情。”翁建民讲

述了二十年前的事。

2000年前后，山区农民开始发展袋

料香菇，需要采伐林木做原料，亲属找到

他，希望通融一下。“不中，这可是涵养南

水北调水源的林子！”翁建民断然回绝。

朋友因为盖房子缺两根房梁，放了两棵

树。翁建民知道后，硬是罚了款，“越是

亲戚朋友越要罚重一点儿。”

对亲戚朋友都毫不留情的翁建民让

周边群众望而生畏，在他的努力下，西簧

乡林场年年无盗伐林木案件发生。

种好、管护好生态林，筑起清水北送

的绿色屏障；栽好、培育好经济林，为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带来希望。淅川是国家

级贫困县、河南省深度贫困县，自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县里把林业发展融入脱

贫攻坚大局，突出“短、中、长”三线战略，

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短线”以项目见成效。淅川充分发

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的区位优势，

加大项目争取力度，每年争取退耕还林、

生态公益林等项目资金3600多万元，将

项目资金向贫困群众倾斜，聘请2939名

贫困群众成为公益护林员，年收入不低

于贫困线。同时，鼓励引导造林专业队

增加贫困群众就业机会，目前活跃在全

县造林一线的2000多名造林队员中，有

不少来自贫困家庭。

“中线”以产业打基础。渠首所在地

九重镇张河村引进仁和康源公司，流转

荒坡地6000亩发展软籽石榴，承包托

管、返租倒包带富农户；毛堂乡庙沟村

58岁的村民闫国生在县林业局的支持

下，在荒坡上种植大樱桃600余亩，带动

村内近百户贫困家庭年增收2000元以

上；西簧乡、滔河乡、寺湾镇种植6万余

亩薄壳核桃，当地1500多户贫困群众变

身产业工人……如今，70余家企业入驻

淅川投资生态农业，3万余群众捧起“生

态碗”，吃上“生态饭”。

“长线”以旅游管长远。近年来，因

水而兴的淅川利用森林资源优势，坚持

全域旅游思路，“以林强旅、林旅融合”，

目前已培育森林乡村20个，乡村旅游示

范村36个，建成林旅融合示范园40个，

1.1万多户群众依靠“绿水青山”端上了

“金饭碗”。“咱这儿山青、水甜，生态环境

好！是个休息养生的好地方。”在大石桥

乡，横沟村村民赵新敏立足村内90%的

森林覆盖率，用活生态优势，做活乡村旅

游，靠林业生态唤醒了“凤凰古寨”。每

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村内贫困群众人

均增收3000元……

山因林而绿、民因林而富、村因林而

美、水因林而清。截至2019年年底，淅

川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年底的10.66%

降至0.9%，2020年2月已正式脱贫摘

帽。丹江口水库最新一期监测结果显

示：水质持续向好，109项全因子均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Ⅱ类标准，其中常

规项目95％以上符合Ⅰ类标准，特定项

目100％符合水源地水质标准。

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

星星之火照亮中原大地

一百年岁月峥嵘，一百年初心如磐。
2021年，奋进的中国迈上新的征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

年华诞。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从建党之初到现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心连心，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追寻初心 中原印记”专栏，探访铭载史

册的中原红色印记，再现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讲述中原儿女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感人故事，激励和动员全省人民凝聚磅礴力
量，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而努力奋斗。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亚
鑫）1月22日，记者在获嘉县邮政分公司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将一个个快递信

封整齐地码在工作台上，每个信封里都装

有两包口罩和纸质版的《致全市外出创业

人员的一封信》，为在外就地过年的新乡

人送去一份关怀和慰问。

“邮政从获嘉寄来的口罩我收到了，特

别感谢！”记者电话采访到了在外务工的获

嘉县太山镇辛章村村民肖祖利，他告诉记

者，能收到家乡寄来的口罩，感觉很温暖。

“免费邮寄口罩活动从1月20日启

动，目前已经发放 2160 户 86400 个口

罩。”新乡市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新乡市各级邮政部门将充分发挥网

络优势，为不返乡的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力

所能及的关心关爱，全力配合做好今冬的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
晓光 胡文哲）“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

活，最怕拿不到工钱。现在我也能回

家过个好年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

的关心，感谢法院和执行法官不辞劳

苦、费尽心力，为我们讨回了公道。”近

日，农民工李德良领到平顶山市卫东

区法院为其发放的工资后激动地说。

在卫东区法院举行的农民工工资集中

发放仪式上，李德良等33名农民工领

到工资129.6万元。

卫东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俊

峰介绍，2020年以来，卫东区法院畅

通诉讼“绿色通道”，对涉农案件快立

快审，全年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140件，审结130件，涉农民工工资

42件，支持54名农民工当事人追索

劳动报酬709.2 万元。对“老赖”亮

剑，果断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拘留、罚

款等措施，执结此类民事案件37件，

为 51 名农民工当事人执行到位

269.3万元。

近年来，卫东区委、区政府把涉及

农民工工资案件作为一把手工程来

抓，加强部门间协调，加大惩戒力度，

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行为，形成“不

能欠，不敢欠，不愿欠”农民工工资的

良好社会氛围，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

“春节将至，我们将利用有限的时

间，进一步做好清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不让一位农民工的‘年关’成为‘难

关’。”卫东区委书记王迎波说。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张
秀红）“工钱终于拿到了，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1月22日，夏某、赵某来到

南乐县综治中心高兴地说。

1月15日，南乐县综治中心武会

琦调解室接到夏某、赵某等3人的求

助：2018年12月，3人跟着包工头王某

先后在杨村桥、昌乐花园小区、山东张

寨三地干木工活，共计工资10840元，

完工后王某一直不结工资。3人多次

上门向王某追要工资，王某要么一直

拖，要么避而不见，至今也没拿到工

资。

为了尽快帮助农民工维权，调解

员立即联系王某。一开始王某有抵触

情绪，经过一番劝导，王某终于答应次

日到调解现场。调解过程中，王某表

示自己暂时无力支付工资，等宽裕之

后即刻支付。调解员一方面对王某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

育，摆事实讲道理，告知他相关法律规

定，要求王某确定支付时间。

经过调解员耐心劝导，王某同意

支付欠薪。1月 15日，双方达成协

议，王某当场结清了夏某、赵某等3名

农民工的工资8000元。至此，这起

长达3年之久的农民工讨薪事件得以

成功化解。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1月22日，记

者从郑州市美丽乡村建设调度会上获悉，

该市将利用两年时间，建成50个美丽乡

村精品村，3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

据悉，50个精品村要做标杆、出亮

点，因地制宜，量身打造，因村因类施策，

一村一策一品，保留乡土味道、乡村风貌，

深挖文化底蕴。

郑州市将充分发动群众参与美丽乡村

建设，压实县（市、区）主体责任、各部门协

调推进责任、乡镇（街道）一线工作责任、工

作专班参谋推进责任、村“两委”基层党建

引领责任，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谢谢范佳怡同学，她救了俺爱人的

命！”1月22日7时许，平顶山市二十八中

校园，范爱红将写有“救人于危难 英勇好

少年”的锦旗交给校长郝宗旭。

16日早晨6点左右，范爱红的爱人

赵永强骑着电动车经过该市凌云路与湛

北路交叉口时，突然迎面疾驰过来一辆

轿车，赵永强来不及刹车，只好把车子拐

向路旁道牙，结果人和车子重重摔倒在

地，头上、手上瞬间鲜血流了出来。

“叔叔，你怎么了？”正在赵永强痛

苦无助的时刻，早上在家附近晨练的

该校八（3）班学生范佳怡路经此处，看

到摔倒的电动车和趴在路边的赵永

强，连忙上前，想把他搀扶起来。可她

毕竟才 13 岁，身子单薄，拉了一下没

拉起来。

“躺在这里不安全。来，咱挪一下位

置……”范佳怡弯下腰，对赵永强说，“叔

叔，你把胳膊搭在我肩膀上。”范佳怡用

右手紧紧抓住赵永强的胳膊，左手扶住

他的腰，向路边一点一点挪动。虽然离

路边仅几步之遥，两人却走了好几分

钟。鲜血染红了小姑娘衣裳，可她顾不

上这些，心里只想着赶快把赵永强挪到

路边安全位置。等赵永强在道牙上坐好

后，范佳怡连忙拨通120急救电话，并与

赵永强的爱人联系，把赵永强的电动车

扶起停放在路旁。

到了平煤神马总医院，医生说：“幸

亏送来得及时，不然失血过多，这几根手

指都要废了。”

赵永强经过近一周救治，已经出院，

回到家中静养。

开栏的话

郑州市将开建50个
美丽乡村精品村

新乡邮政给外出务工者
寄爱心口罩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平

帮农民工维权

南乐县

包工头欠薪3年 调解员一朝追回

1月21日，河南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联盟的代表专程前往夏邑县火店镇田集村（河

南省农业农村厅帮扶村），将5吨食用盐捐赠给田集村的乡亲们，在寒冷的冬天送去了徐

徐暖意。 郭利军摄

□本报记者黄红立见习记者张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