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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参加工作从教10年

后又外出求学，2011年研究生毕业回

乡参与汝州建设，2015年9月经公开

选拔到市财政局任职。几年来，无论

身处哪一个岗位，我坚信，梦想不必

背井离乡，只要有争创一流的决心、

敢闯敢拼的勇气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必定能不辱时代之使命，不负青春之

韶华！

谋发展，千方百计争试点。为助

力汝州发展，先后牵头申报多项国家

和省级试点项目。2017年争取到河

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市、省扶持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市和田园综合

体建设试点，2019年助力汝州市申报

为国家首批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2020年助力焦村镇申报为国家

农业产业强镇，累计争取上级财政资

金突破3亿多元。

克难关，精准施策助脱贫。在财

政扶贫工作中，参与筹措和拨付专项

扶贫资金5.8亿多元，对接产业扶贫

项目226个，助力63个贫困村全部摘

帽，保障了汝州市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扶贫考核中，荣获国家扶贫资金绩

效评价“优秀”等次，先后5次获得上

级扶贫奖励共计2662万元。作为帮

扶责任人，组织“小红帽”志愿者小分

队，通过发展产业、助老助残、环境改

造等精准帮扶，使焦村镇邢村面貌明

显改观。

促改革，振兴乡村惠“三农”。在

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中，走访调研全市

54个行政村，开展美丽乡村规划，举

办以“规划引领发展，创意唤醒乡愁，

设计点亮乡村”为主题的美丽乡村规

划设计大赛，受到了省市领导的高度

评价及多家媒体报道。2018以来，投

入资金2亿多元，牵头建设美丽乡村

试点16个，发展农村公益事业56个、

村集体经济试点28个，农村环境得到

了改善，基层政权得到了巩固。因改

革成效显著，连续三年获得省财政厅

考评优秀，多项工作创新被财政部官

网推广。

惠民生，兜牢底线强教育。面对

严峻财政形势，市财政局将教育作为

最大的民生，加强资金统筹，优先保

障全市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为

改善办学条件，安排950万元实施

“温暖工程”，安装空调，使4.5万名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寄宿生温暖过冬；安

排教育信息化专项资金4000万元，

使全市80%中小学实现多媒体班班

通；投入上亿元资金进行学生资助、

营养餐改善、校舍维修、教学设备更

新等，保障教育事业发展。

强党建，担当作为争先锋。积极

培养发展党员，关爱女职工成长，组

织“学雷锋”党员服务队到疫情防控

卡点开展志愿服务。在“庆祝建党

100周年”系列活动中，组织职工撰写

征文，获财政部征文二等奖及优秀单

位组织奖；组织拍摄以市财政局四任

驻村书记帮扶事迹为题材的党员教

育作品微电影《天蚕》，已被推送到中

组部参评；组织百人大合唱《迎风飘

扬的旗》和排演工间操《舞进新时

代》，均获得全市特等奖。党建活动

极大地凝聚了人心，振奋了士气，使

财政系统全体职工有信心，有底气在

发展经济、保障民生这个没有硝烟的

战场上，敢打硬仗、能打胜仗！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领导的支持和同志

们的配合，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老百

姓的理解，更离不开我们所处的这个

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永葆激情和理

想，勤勉务实、担当奉献，奋力书写强

国有我的青春之歌！

发言摘登
汝州市庆祝“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

我于2011年创办家家靓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从最初的一个人一部电

话，自己去家庭打扫卫生、擦玻璃起

步，发展到现在的360多名员工，业

务覆盖家政服务、物业管理、技能培

训、养老护理等领域；实现了从员工

培训到安置就业、从家庭服务到企

事业单位物业管理、从城市服务到

乡村保洁的综合性服务链条；物业

公司服务企事业单位34个，家政服

务市区400多个家庭和个人；先后

通过稳岗就业、劳务输出等途径安置

2960余人。

为解决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

问题，我于2015年成立了汝州市家家

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学校始终坚

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实行理论学

习、实际操作、上岗实习一条龙的培

训模式，秉承“培训一人、合格一人、

就业一人、致富一家”的培训宗旨，累

计培训城乡妇女和弱势群体2.36万

人，实现就业创业1.56万人。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将回报社

会、知恩感恩作为企业宗旨。2019年

9月，家家靓志愿服务队从全国400

多支志愿者服务队中脱颖而出，参与

中央电视台《守护夕阳，为老服务志

愿者荣耀盛典》节目录制，并上台宣

誓。脱贫攻坚战中，我先后走进89个

贫困村和边远山村，在贫困乡镇设立

20个代加工点，带动290余名脱贫群众

就业，实现增收125万余元；在2020年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司

的56名巾帼勇士完成汝州“小汤山”医

院8800余平方米的保洁任务，180余

名保洁、护工到各个医院支持抗疫，筹

措20余万元防护物资支援抗疫一线。

2021年7月20日，由持续强降

雨引发的洪涝灾害波及汝州市的大

峪、寄料、陵头等乡镇，我又牵头筹建

了汝州市蓝天救援队，并获授权，带

领志愿者累计消杀254.2 万多平方

米，共172个单位、学校和小区，志愿

者累计参与志愿服务527人次，公益

总时长6727小时。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也获得了

不少荣誉，2018年12月获汝州市委、

市政府“感动汝州最美扶贫人物”称

号，2020年获平顶山市“三八红旗手”

称号，2021年11月获河南省妇联系

统“最美执委”称号，并获得平顶山市

“乡村出彩巧媳妇”称号。

荣誉属于过去，未来更为可期。

刚刚召开的汝州市委八届三次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对我们下步工

作提出了全面明确的要求。我们家

家靓团队将继续发扬自强、自立、自

信、自尊的新时代精神，为汝州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到洗耳河街道西大社区工作一

年多来，在汝州市委、市政府，洗耳河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在市妇

联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我认真

学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以出色的工作、良好的作风，展现了新

时代一名基层女干部的责任担当。

作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带领社

区全体党员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

度，通过党员大会集中学习、支部会

议学习，结合学习强国平台学习，武

装头脑。为了抗击疫情，我带领社区

“两委”全体成员和党员群众，投身抗

疫，24小时在疫情防控卡点值班，开

展入户排查登记，为居家隔离人员做

好服务，顺利完成了抗疫工作。

矛盾纠纷调解化解是基层工作

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担任社区党支部

书记以来，我参与调解家庭纠纷15

次，力争做到“大事小事不出社区，矛

盾不上交”。对于社区的监测户、留

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我及时了解他们

家中的生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进

行帮助解决，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

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西大社区是老城区，下水管道老

化，跑冒滴漏时有发生，群众对此意见

较大。我和社区“两委”成员挨家挨户

走访，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寻求支持。在

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为社区更换管

道1500米，群众再也不为用自来水而

犯愁了。去年7月19日晚，洗耳河面临

上游泄洪的威胁。社区紧临洗耳河，当

晚，市领导、办事处以及社区的党员群

众冒着大雨在洗耳河边筑起一道防护

堤，守住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

为丰富辖区居民生活，搞好精神

文明建设，西大社区组织妇女同志开

展“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动，同时

组织辖区女性同志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活动的开展，促进了社区和

谐、文明发展。

下一步，我将时刻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务实

的作风，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

加倍的努力和奉献精神，争做新时代

女性。

一

每种瓷色有每种瓷色的美，每一种瓷色，都美着自己独

特的美。

汝瓷，迷之存在。宁静、祥和、温润、鲜活，浴火重生，张

扬着蓬勃的生命力。

汝瓷之美，源于宋代。宋朝是中华陶瓷美学的划时代时

期，美学追求的是意境。汝瓷之美，是“雨过天青云开处，这

般颜色做将来”，是天青、粉青、豆绿、月白，以及……其釉色

滋润，手感如玉，被誉为青如天、面如玉、晨星稀。世有“天青

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之说。

大道至简，宋朝就是最早的极简。古代美学，到宋代达

到最高，其舒逸的单纯，就是圆、方、素色、质感的单纯。宋朝

人用墨画画、烧单色釉瓷器。

她契合了中国文人对美的追求：含蓄、内敛、优雅、深

沉。静默成景，意境深远。

汝瓷之色，东方色也，亦是中国色也。与汝瓷交融的各

类釉色，无端地就有了诗情，有了意境，有了旷古幽思之情。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二

恰如今年春晚节目中的国风舞蹈《只此青绿》，一出场便

惊艳世人。那高耸的头饰造型，独特的青绿腰，青青的衣衫，

袅袅的舞姿，带我们走进千回百转、峦水叠翠的《千里江山

图》之中。

如汝瓷一般，那一抹青绿淡雅的颜色，让躁动的心瞬间

静下来，

那一刻，千年前的大宋朝回来了，青绿的巅峰时代复活

了，此所谓绘绝大宋，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跌宕。

汝瓷追求的是“天工与清新”的境界，她古朴、浓厚、天然

朴拙、柔丽静雅，以自己独特的美倾倒世人。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俯拾千年的历史碎片，聚

焦在中原汝州千年古城，心火点燃了沉睡的汝窑，虽经沧海

桑田的轮回，汝瓷，仍在塑造着梦幻般的只此青绿。在窑炉

的煅烧中涅槃，宁碎而不弯，超凡而脱俗。

一千年的岁月静默，当“寥若晨星”的汝瓷浴火重生后，

她依旧是保持着一份恳切的虔诚，从物象审美深入到器物之

里，感受其背后的境界韵味，与青绿气息相通，散发着汝瓷深

入堂奥的“大道”。

汝瓷，以一片凉薄，越经烈火煅烧，越经时光打磨，越接

近一泓秋水的碧透和一碧蓝天的抒情。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三

从大街到小巷，总有古瓷窑的遗迹。城以瓷为名，汝瓷

是老汝州的灵魂。

走在古城老街，仿佛听到人声鼎沸中有珠落玉盘、凤鸣

九天。

追寻汝瓷，如在青绿里行走。

站在窑边，当年的瓷匠和当代的瓷匠们，依然在与匣钵

瓷土对话，他们让粗糙的烟囱散出精致的青烟，闪亮的汝瓷

高贵典雅的青绿。

那一双双手和那一双双手里抟出的精神，像水像釉，在

洁净的瓷坯上流过，把岁月的艰辛和想象的丰富，一一留在

釉面以下，长成绚丽的色彩，长成多姿的器型，长成蕴藉的灵

魂。

朴质无华的汝瓷，色嫩时，如新竹滴翠；颜老的，如星辰

大海。

一片灵动的汝瓷上，葳蕤地流淌着淡雅清新的水墨之

色。一只古老的汝瓷花瓶，那些许的龟裂纹痕，悠悠地闪耀

在我们的视线中，凝练五彩斑斓，舒展素净雅韵，既久经沧

桑，又朗洁清纯，如一泓清泉，接天籁灵音。

历史可以在一刻停滞，然后把那个年代如一页薄纸般轻

轻翻过，而人们的遐想却一直荡漾，可以从任何一个细节开

始，肆意于所有可以延伸的地方。想想千年前，古人们身着

淡雅素绸，在柔和的烛光中，手执汝瓷美器，对坐茶饮，尽显

礼仪之邦的大气象，中华文明的极致盛美，是多么令人自豪。

汝瓷，历千年而如恒。敲击着古城一隅，瓷音清脆，如乐

出天籁。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四

“青”从东方来，从中国千里江山走来，闪耀着青铜、青花

器物的古意文明之光。

而今，在汝瓷之上，她重又绽放在时光里，以美丽的姿

态，时尚的色彩，向我们走来。

汝州，青石路面，青砖黛瓦，青山绿水，古朴清新。汝瓷，

言炳丹青、蟠青丛翠、青史垂名。

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

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

清乾隆皇帝嗜古成癖，尤爱古代瓷器，特别是汝瓷，并亲

自为汝瓷题诗。其流传下来的诗文中吟咏陶瓷的诗作就有

200余首，其中多首诗歌就是为汝瓷专门所题，乃汝瓷的“超

级粉丝”。

一如那青绿釉似的汝河水，在汝瓷历史深处的碧波中，

把桨荡漾。

流水悠悠，瓷韵悠悠，岁月也悠悠。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五

岁月在行进，许多东西被岁月毁灭，许多东西也可浴火

重生。

汝河水绿，春江风暖。青绿如釉，暖似窑火。窑火熊熊，

红透了古城半边天。

城北传来风穴寺隐隐的钟声，似在解说禅旨，又似在讲

述历史。那和汝瓷一脉相承的汝水，不媚不俗地淌着，一色

青绿的气息从历史的深处汩汩流出，多硬的岁月都被她流

过。在汝州看汝瓷，仿佛看到华夏子民世世代代锲而不舍的

灵魂。

“梨皮、蟹爪、芝麻花”。汝瓷，质美蕴蓄、青雅素净、光泽

柔和、富有水色。其釉色淡者如碧空万里，谓之“天青”；深者

似雨过天晴云破之处，谓之“粉青”；淡白者如月辉闪耀，称之

“月白”。还有卵青、豆青、灰青、虾青……还会有更多的青。

汝瓷，是以诗歌的比兴的意趣来做瓷。

阳光不老，汝瓷会老吗？

优雅是她的外衣，神秘是她的封皮，千年沧桑为她做了

底。古朴睿智为她做了序，传承创新是一把钥匙，一打开，她

就汝瓷青绿，碧空如洗，一碧苍穹。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

玉松汝瓷·童趣

玉松汝瓷·莲花碗

□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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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松汝瓷·梅瓶

玉松汝瓷·帽檐洗

玉松汝瓷·国色天香

巾帼逐梦 用忠诚书写时代答卷
□平顶山市三八红旗手代表，汝州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何艳娜

在基层展现新时代女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优秀女性代表，洗耳河街道西大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亚楠

担当作为显初心
□巾帼建功标兵代表，汝州市家家靓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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