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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记者 曹国宏 曹怡然 通讯员吴双

唐河县城郊乡

德孝文化铸乡魂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

一面旗帜，是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

发挥作用的典型、样板。南乐县谷金楼镇

在县政法部门的指导下，用4年时间深入

挖掘、研究、实践和发展“枫桥经验”，充分

发挥法治在基层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探索出一条乡村治理新路。

谷金楼镇位于南乐县城东北5公里处，

处于城乡接合部，社会结构多元，群众诉求

复杂多样。过去因为征地拆迁、项目建设、

宅基地等问题，常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纠

纷，信访量居高不下，党委政府挺闹心。

咋办？谷金楼镇把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融入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形成村民

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乡村治理能力和治

理成效得到有效提升。

谷金楼镇党委书记张利忠深知，法治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乡村治

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工作中，谷

金楼镇引导干部用法治思维破解发展难题，

推动村内大小事务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解决，群众需求第一时间帮办，矛盾纠纷第

一时间调和，社会隐患第一时间处置。

梁方山固村22年里集体土地承包费

大面积拖欠，财务处于瘫痪状态，历史遗留

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2020年，谷金楼镇

集中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普法宣传，讲清

利害关系，征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依

法对154户承包户下达集体土地催收通知

单，限期缴纳拖欠的承包费，依法规范承

包合同，存在多年的问题得以解决。

谷金楼镇镇长邢晓伟介绍，为让法治

思维融入群众生活，谷金楼镇建立了以镇

党委书记为指挥员、党政班子成员为指导

员、村干部为专职网格员的政法信访“三

员”机制，建立了三级网格服务体系。实施

政法信访“双向承诺”制，将全镇25个行政

村细分为328个网格，由134名三级网格

员“认领”，按照“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

格中，事在网中”的模式，充分发挥网格员

“人多地熟面广”的优势，“以专带群，专群

结合”，不定期开展法律服务活动，收集社

情民意，解决实际难题，在网格员中叫响

“我履职我尽责”，在群众中叫响“我承诺我

做到”，确保“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镇”。

谷金楼镇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

让懂法的人经常到村里讲解《民法典》，开

展法律咨询，调处矛盾纠纷。如今，谷金

楼镇的群众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在法

理上弄个明明白白、辩个真真切切，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人人参与、惠及人人的法治风尚已

经在谷金楼镇蔚然成风。

“兴义学求自由此处先生火种，打土豪

分田地宛城首举党旗。”南阳市宛城区黄台

岗镇刘宋营村的“中共南阳第一支部”旧址，

正屋门两侧悬挂的这副对联，生动阐释了中

共南阳第一支部成立的现状和意义。

1926年5月，上海、开封党组织派回南

阳的中共党员刘友三、杨士颖等在此成立了

南阳地区第一个支部——中共南阳支部委员

会。该支部通过创办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宣

传发动群众，组建农民武装，举行暴动，在南

阳播下了革命火种。1927年9月，中共豫南

特委决定，以中共南阳支部主要成员为基础，

成立中共南阳特别支部委员会，机关搬到了

南阳城区。至此，成立一年零四个月的中共

南阳支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共南阳

支部被大家称为“中共南阳第一支部”。

1993年4月，原中共南阳县委、原南阳

县人民政府在中共南阳第一支部旧址建立

纪念碑。近年来，宛城区增加财政投入力

度，修建党史文化长廊15米、房屋5间，其中

展厅3间80平方米，展出了中共南阳第一支

部成员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图片，各个历史

时期党旗、党徽等标志性资料，以及中共南

阳第一支部从建立至星火燎原到整个南阳

地区的历程。2015年，经过修缮的中共南

阳第一支部旧址重新开放，年接待市内外参

观学习者万余人次，成为南阳市重要的红色

教育基地之一。

中共南阳第一支部所在的刘宋营村现

有村民310户1312人，其中党员34人。该

村去年流转土地1000多亩，为村民年创收

100多万元。洪河苑农业生态观光园、茂发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持续扩大养殖、种植规

模，引进新品种，已经形成了特色产业。去

年，该村产业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安置村

民就业近200人。

如今，刘宋营村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观念蔚然成风，文明新风尚深入人心，村子

的文明程度、村民的文明素养持续提升，营

造出良好的发展氛围。2020年，刘宋营村

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村称号。

“南阳第一颗红色火种在刘宋营村点燃，

下一步，我村党支部将以第一支部的精神为

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扑下身

子，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用党员干

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实现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谈及今后发展，刘宋营

村党支部书记刘青林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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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26日，省教

育厅下发通知，将适时公布2021年具有中

等职业学历教育招生资质的学校名单，未

列入名单的学校不得安排普通中专招生计

划。

根据通知，上年度招生规模偏少、各

专业单独编班困难或有违规行为的五年

制和“3+2”学校将丧失招生资质，就业水

平低、社会需求不足、转段率低以及上年

度招生规模低于20人的专业不得招生。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莉）

近日，由济源农科院选育的冬凌草新品

种“济农冬凌草1号”通过省中药材品种

鉴定委员会评审，成为济源首个通过审

定的冬凌草品种，填补了济源冬凌草自

主知识产权空白。

据了解，“济农冬凌草1号”原始资

源来自太行山南麓一带野生冬凌草，初

始栽种于济源农科院试验基地，通过驯

化、筛选与扩繁选育，又经过多点区域试

验、生产示范推广、品质检测、抗性鉴定、

专家田间鉴评、资料审核等程序，历经

10年培育而成。该品种具有甲素含量

高、性状稳定、耐贫瘠、耐寒、耐旱、适应

性强等优点，适宜在济源及生态环境相

似区域种植。

济源农科院中药材研究室主任田瑞

昌说，冬凌草产业已成为济源的优势产

业。济源农科院将加快“济农冬凌草1

号”新品种的繁育和推广，继续选育更多

优质冬凌草新品种，推动济源冬凌草产

业快速、高效发展。

1月21日上午，风和日丽，郸城县

白马镇刁楼敬老院内，于培中与室友

并排靠在躺椅上，闭目小憩，享受着冬

日难得的阳光。

“老于，在这生活习惯吗？”

“习惯，习惯，比在家里强多了。”

时间回到郸城县委第十轮巡察。

按照分工该县第一巡察组巡察白马镇

党委。

“于各村人口和其他村差不多，但

特困人员仅有3人，明显比其他村少，

我感觉这里面可能存在问题。”2020

年11月16日晚，县委第一巡察组召

开组务会，组员李燕汇报的一个问题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李燕同志先带队走访老人户，看

看群众是怎么说的，最后再和村里的

干部座谈。”经过一番讨论，巡察组组

长孙海龙定下了第二天的工作部署。

走访中，巡察组了解到，这个村符

合特困人员供养条件的老人其实不

少，但很多人由于不了解政策和实际

情况，不愿意入住敬老院。

经过详细调查，巡察组了解到，镇

里每年都会要求各村上报特困人员名

单，于各村干部在走访统计名单时粗

心大意，没有向村民详细解释相关政

策，也没有积极宣传入住敬老院的好

处和意义，造成部分群众对此不理解，

不愿意纳入特困救助。

“惠民政策是否落实关系到脱贫

攻坚能否如期完成，必须确保应纳

尽纳、应保尽保。”巡察组当即责成

于各村党支部进行整改。巡察组联

系镇敬老院，要求他们派专人入村

宣传。

随后，于各村立即行动起来，通过

全村摸排、“四议两公开”等工作程序，

确定了7名特困人员申报名单。

“孙组长，于各村的7名老人已经

入住敬老院了。”2020年12月11日，

白马镇民政所所长宋涛向孙海龙报

告了这个好消息。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赵洪宇

“孩子呀，俺做了一双棉鞋，你收

下，俺心里踏实！”1月21日，在修武县

七贤镇外窑村61岁的脱贫户何拴英

家中，原驻村第一书记郭幸吉拿着何

拴英为他亲手缝制的棉鞋，心里暖意

融融。

2017年11月，修武县信访局选

派郭幸吉到外窑村担任第一书记。

驻村期间，郭幸吉多方筹集资金，为

村里修建了宽敞的文化广场和文化

舞台，安装了70盏太阳能路灯、2000

米护栏，打了一眼400米深水井，引

进了金银花种植项目，利用村内老窑

洞和地道开发旅游项目，村民生产生

活明显改善。

何拴英双腿残疾，2016年被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郭幸吉发现何拴英

的房子漏雨，他自掏腰包帮助修葺房

顶，还为何拴英申请了低保、轮椅。

2020年4月，郭幸吉被调到五里

源乡五里源村任第一书记。今年1月

21日，他再次回到外窑村参加第一书

记任期考核，特意到何拴英家中走

访。离开了大半年时间，何拴英的生

活仍让他放心不下。见到郭幸吉，何

拴英赶忙拿出缝制了好几个晚上的棉

鞋：“孩子呀，平时你来俺家，连口水都

没喝，俺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留意了

一下你脚的尺寸，给你做了一双棉

鞋。”接过棉鞋，郭幸吉眼圈一红，说：

“大娘，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没想到您

还挂念着我。看到您顺利脱贫，我也

就放心了，今后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

好。”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李维

“我身上这大衣和棉裤、棉鞋都是

华善团队给我的，我哥嫂的棉衣、棉

裤、棉鞋也是他们送来的，今年冬天过

得可暖和。”1月24日，郏县茨芭镇天

城洼村2组村民李水流说。

李水流全家3口人，是享受扶贫

政策的兜底户。他本人是个单身汉，

哥哥有白内障，还得过脑梗，行动不

便，嫂子也是残疾人。华善公益团队

的志愿者们经常给他们送米、面、油，

还送衣物。

李小娜是华善公益团队负责人，

也是创始人之一。

2019年8月，在茨芭镇做家电生意

的李小娜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创业青

年，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益团队。他们

走访了茨芭镇41个行政村，筛选出十几

户贫困户作为重点帮扶对象，筹集资金

购买衣物、食品等生活用品，定期进行

走访慰问，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为了更好地开展公益事业，李小

娜建了个“华善公益”微信群，经常在

群里发布活动信息，募集活动经费。

她带头参加“日行一善”活动，为公益

捐资捐物，同时也在群里公布募捐数

额和款项用途。一年多来，团队筹集

的帮扶资金有10多万元，帮扶了50

余户贫困户。

华善公益团队的善举感动着众多

有爱心的人，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参

加到团队里来，目前团队的志愿者已

经发展到60余人，每个成员都积极参

与公益活动：雨霖头村刘会巧每月都

给团队捐款，在郏县开火锅城的张少

阁、李芦苡共同购买了价值3000多元

的16套棉大衣和棉被，祥瑞社区居民

席会捐了183件毛衣，一位叫夏四军

的湖北老板也捐赠了500元……

“华善公益，把爱传递！这是我们

团队的口号。我们要努力当好爱心

‘快递员’，把社会上爱心人士的一片

深情精准传递到每一个困难群众那

里，让他们过上温暖的冬天。”

2020 年 12 月，在郏县举办的

2020年度“文明使者 温暖你我”先进

典型颁奖典礼上，华善公益团队被郏

县县委文明委授予“郏县最佳服务组

织”称号，李小娜也被授予“最美志愿

者”称号。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世旭

本报讯 近年来，唐河县城郊乡不断

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径，倡树德孝文化，培

植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为乡村

振兴顺利开局注入源头活水。

城郊乡坚持全域党建的工作理念，

把德孝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纳入党建格局，启动德孝文化创建

活动。2016年以来，持续开展德孝文

化试点村创建活动，不断拓展德孝文化

内涵，先后荣获市级文明单位、省级卫

生乡镇、省级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目

前，全乡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风

气都焕然一新，乡村治理渐入佳境。

（方利 卜云亭）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汪洋）日前，中原银行淮滨支行

联合淮滨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成立退

役军人服务中心。

据了解，该中心是中原银行充分发挥

金融服务保障方面的特色作用，探索退役

军人社会化保障体系建设的有效尝试。

▲1月26日，尉氏县永兴镇爱心志

愿者看望双庙村孤儿袁晨雨。袁晨雨今

年11岁，两年前，他父亲去世、母亲出

走。当地党委政府和不少志愿者对袁晨

雨倾注爱心，帮助他健康成长。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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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日，渑池

县英豪镇王都村村民

在为玉兰树剪枝。

2020年年初以来，该

镇积极盘活“一户多

宅”和废旧房屋治理

腾出来的闲置土地，

种植玉兰树50余亩，

既美化了人居环境，

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

收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秦静 摄

法治谷金楼

中原银行淮滨支行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揭牌

“济农冬凌草1号”通过评审
填补济源冬凌草自主知识产权空白

我省将公布中等职业
教育学校“白名单”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邢上蒋晓宇

◀1月23日，在滑县半坡店镇闫河

屯村文化大院，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宋子

斌为群众义写新春对联。

毕兴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