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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重庆 4月 28日电 在
重庆潼南区西北部，有一座建于清初
的古镇，镇内山清水秀，猴溪、浮溪环
绕，故取名双江。令双江闻名遐迩
的，不仅是它 400年的沧桑历史，还
有这块土地上孕育的“人杰”——中
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杨闇公
烈士的故里就在这里。

杨闇公（1898-1927），名尚述、
尚达，字闇公。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四川早
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还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开拓者。

童年的杨闇公就读私塾，1913年
在兄长杨剑秋和杨宝民的支持下，进
入南京军官教导团学习军事，后入江
苏军官教导团。1917年，杨闇公东渡
日本求学，在日期间，他参与组织留日
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曾被日本
当局拘留。1919年，为声援国内五四
运动，组织留日同学与爱国华侨到中
国驻日公使馆门前请愿示威，抗议巴
黎和会决议，在与前来镇压的日本宪
警搏斗中被捕，身陷囹圄8个月。

1920年，杨闇公回国返川，两年
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 6月前往上海，寻求党的指导。7

月回重庆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
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
长，后任书记。1925 年春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26年 2月，经党中央批准，杨
闇公领导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
员会，当选为书记。同年10月，他与
朱德、刘伯承等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
事委员会，兼任军委书记。参与策划
顺(庆)、泸(州)起义，在四川建立了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1927年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
三三一惨案，杨闇公不幸被捕，反动
派对他威逼利诱、残酷折磨，但他大
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以死威胁：

“难道你不怕死吗？”他回答道：“你们
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
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
1927年 4月 6日，杨闇公壮烈牺牲于
重庆佛图关，时年29岁。

杨闇公的一生短暂，辉煌，壮烈，
犹如不断升腾的烈火，在历史上焕发
出耀眼的光芒。他是中国共产党较
早将武装斗争付诸实践并为之献出
生命的革命家之一，他以生命和热血
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人生如马
掌铁，磨灭方休。”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郑伟伟

一元钱买不了几块砖，但在焦
作，却可以让农民工拥有一个“家”。

4月27日上午，历时一年多建设
的焦作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正式
揭牌成立。

具体地点在焦作市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站所在办公楼的 6到 8层，建
筑面积3500平方米。

这个中心集就业培训、权益维护、
文化教育、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尤
其是推出的“一元公寓”备受关注。

“农民工进城找工作会有个‘缓
冲期’，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落脚地，

只需每天交一元钱就可以入住。在
此期间，可以按成本价吃饭，还可以
免费接受培训、免费推荐工作、免费
维权。”该服务中心主任李秉联介绍。

来自湖北十堰的装修工李强一
大早就闻讯赶来。他说，“一元公寓”
早就在工友群里传开了，“今天来实
地看看，发个朋友圈，让想来焦作打
工的工友们心里有个数”。

“听说里边有床铺，有食堂，还可以
打乒乓球。”李强说，他从18岁开始跟
着父亲走南闯北，漂泊在外，居无定所。

电梯上行到6楼，“宿舍”两个字
吸引了李强，打开房门，只见每个房
间摆放着六七张高低床，干净整洁。
李强坐到床上使劲压了压，“床板还

挺结实。”他腼腆一笑。
“我们提供了 260 个床位，还有

一些日常的桌椅柜子和简单被褥。”
李秉联说。

同样设在 6 楼的综合服务大厅
内，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统计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培训人数，“5月中旬，我
们将为本市贫困农民提供免费吃、
住、行和就业培训，经过20天左右培
训后，再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李
秉联说。

上到 8楼，可容纳 200人培训的
农民工培训教室里，各种设备一应俱
全，农民工大数据信息平台演示中心
已经投入使用，“农民工维权一卡通”
网络系统服务平台、农民工零工市场

和农民工信息数据库正在有序完善。
“这几年的心愿终于达成了！”焦

作市人社局局长韩明华感慨地说。
前几年一次考察让他萌生了建立农
民工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想法，得到了
焦作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焦作市
住建局更是积极提供场地，市公安
局、市财政局等单位鼎力协作。

“这是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大家齐心协力的成果，今天的揭牌只
是开始，很多工作需要在实践中探
索。这个中心在全省是一大创新，我
们要努力打造成示范性工程，让农民
工朋友在焦作找到存在感、归属感、
幸福感。”焦作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②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李
道军）4月 25日是商丘市“三·五”基
层工作日。当天，该市市县乡村四级
联动，组织各级党组织 30万名党员
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丽
乡村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新华社文
章《绘就新时代美丽乡村新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浙江“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纪实》。

去年以来，为进一步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商丘
市将每月的25日、15日、5日确定为
市、县、乡三级的脱贫攻坚、信访稳定、
党的建设“三·五”基层工作日，并将其
固化为制度长期坚持，取得明显效果。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
工程’‘形象工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建设好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当日，全
市共有40余名市厅级领导干部、836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对一联系行
政村（社区），与普通党员共同学习、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浙江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

近年来，商丘坚持城市提质发展
和乡村振兴两篇文章联起做，创造性

学习推广和吸收浙江经验，整合资
源，加大投入，多管齐下，下大力气建
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通过精心
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魂”“一村一
韵”，一大批曾经灰头土脸的小乡村
变身特色乡村，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商丘市林业局局长韩涛说，乡村
之美，美在绿水青山、乡风文明，我们
很多乡村都处在平原林海和黄河故
道中，自然禀赋很好，一定要牢固树
立绿色发展理念，驰而不息推进乡村
生态文明建设。

宁陵县常务副县长侯公涛说，保
护乡村风貌，建设美丽乡村，亟待我们
汲取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与智慧，深
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吴庄村党
支部书记王保平说，建设美丽乡村，不
是要把农村建得和城市一个样，而要
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认为在实
践中，依靠政府资金支持，改善村容村
貌等容易出成绩，但夯实农民增收致
富这个里子更重要，在此基础上，提升
乡风文明，让城市和乡村携手走进新
时代沐浴新文明。 ③4

□本报记者 王延辉

这几年春天，新郑总会迎来一群
特殊的“客人”——崖沙燕。

4月 27日下午，记者赶到新郑市
新村大道东延工程的施工现场，但见
工地两侧的土崖壁断面上，密密麻麻
地分布着拳头般大小的洞穴，崖沙燕
不时飞进飞出，呢喃声此起彼伏。

一个个被啄出的洞穴就是一个个
温暖的“小家”，公燕和母燕栖居于此
孵卵育雏。崖壁下，新郑市林业局前
两天竖立了警示牌，拉起了警戒线，提
醒人们“野生鸟类孵化期和栖息地，请
勿靠近打扰”。

工地上忙着栽道牙的范师傅告诉
记者，他们之前接到通知，道路两侧的
廊道绿化等大规模施工作业暂停，给燕
子繁衍生息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这 是 爱 心 的 接 续 传 递 。 早 在

2013年，新郑市龙湖镇一建筑工地基
坑曾引来上万只崖沙燕筑巢，新郑有
关方面决定暂停施工。这场“人与自
然的互动”赢得一片喝彩，新郑因此被
称为“一座有爱心的城市”。

这几年，在新郑，凡是崖沙燕飞回
繁衍的施工工地，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施工避让，等到每年 7月下旬燕子弃
巢飞离后再施工。

“有爱之城”引得燕归来。多年
来，新郑市已形成了一条崖沙燕保护
的经验和惯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久
久为功，当与建设工程矛盾突出时，统
筹兼顾工程实际和燕子栖息地保护的
原则，通知施工单位和所在地乡镇政
府协助做好燕子保护工作，待燕子完
成孵化季节后再行施工。

因为崖沙燕，如今的新村大道东
延工程的施工工地成了一道风景线，
引得人们驻足凝望。③7

“一元公寓”让农民工有了“安乐窝”

商丘党员干部热议美丽乡村建设

杨闇公：头可断，志不可夺！

“有爱之城”引得燕归来

4月27日，新郑市一施工工地，一群崖沙燕在基坑土堆壁上方盘旋，不时地
从洞里飞进飞出。⑨6 王铮 刘栓阳 摄

4 月 27 日，工
人正在卢氏县横涧
园区易地搬迁安置
点建设工地上施
工。该安置点是卢
氏县重点易地扶贫
搬 迁 项 目 ，占 地
280 亩，完全建成
后，可满足2583户
家庭居住。⑨6 邓
放 聂金锋 摄

杨梁村三年之变

（上接第一版）
《意见》是济源营商环境改革的

总纲，多项配套方案将陆续推出，相
关部门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具体改革
事项。

4月28日，济源市市民之家人头
攒动，忙而不乱。

住建、国土两部门不动产窗口近
日刚刚完成合并，今后企业和群众不
动产登记跑一次即可。

在工商办事大厅，因为仅两天就
拿到了营业执照，豫光金铅公司项目
部的王丽华满面笑容。而根据工商

部门的承诺，5月 1日起部分申请将
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

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济源一直在努力。去年 8月，济
源率先在全省启动了“一次办妥”改
革，截至今年 3月底已提供“一次办
结”服务84.7万件。

按照济源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
目标，将努力把济源国家产城融合示
范区建成审批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
优、市场活力最强、办事成本最低、企
业和群众获得感最佳的内陆改革开
放新高地。③4

济源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上接第一版）及常西湖新区 4个中
心区域范围内 10条道路建设，开工
建设35条支线路网道路，确保20条
道路建成通车。

此外，年底前中心城区完成305公
里常规公交专用道、28个公交场站建
设，基本实现公交站点500米全覆盖，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30%以上，县(市)
及上街区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20%以
上，绿色出行分担率85%以上。并新
建公共停车泊位不少于5万个，百辆汽
车公共停车泊位不低于13个。

用文化片区留住城市的“根”
4 月 26 日，一场“新时代、新梦

想”的歌手选拔赛正在郑州“良库”紧
张上演。这里是郑州一处用老旧厂
房改造的文化创意园区，超过半个世
纪的老粮仓修旧如旧，既沉淀着岁月
的往事，又勃发出新的生机。这里今

天传出嘹亮优美的歌声，明天又会展
出书画家的墨宝真迹，为城市的居民
不断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大餐。

文化是城市之魂，城市之根。不
只是一个“良库”，郑州在推进城市

“双修”的过程中，把历史文化的保护
列入其中，并通过打造文化片区使老
的文化遗迹焕发出新的昂扬生机。
据介绍，郑州正加快“四大文化片区”
的谋划，其中包括商都历史文化片
区、古荥大运河文化片区、二砂文化
创意园区和百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

“郑州作为全国试点，到2018年
3月底，已安排‘双修’建设项目1289
个，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1199 亿元。

‘双修’的推进，本质上体现了十九大
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使城市更有序、更整洁、更安全，使群
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省
社科院一位专家评价说。③4

郑州“双修”生活更优

□本报记者 樊霞

58岁的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工会副主席赵北林刚刚获得今年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稍早，2017年年底，赵北林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的浚县善堂镇杨梁村
35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掉了贫困村
的帽子。

4月28日中午，赵北林再次回到
杨梁村。刚踏进村口，就有眼尖的村
民看到了，“赵书记回来啦！”

“这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省农开公司2015年给俺送来8

只羊，现在已经发展到50只了，去年
我靠养羊挣了1.5万元。”住在村南头
的宋军胜开心地笑着说。

32岁的宋军胜前几年遭遇车祸
失去了左臂，肇事者逃逸，大笔医疗
费让他家成了贫困户。“我没法出去
打工，媳妇带着小孩，只靠种地勉强

顾住生活。”宋军胜说，“现在，这日子
越过越有奔头。”

村北头李新红的家门口挂着帮扶
牌子，这个家去年曾经被政府统一出
钱维修过房屋。屋里墙上贴着的精准
脱贫明白卡、收入明细表等引人注目。

46岁的李新红丈夫早逝，大儿子
患病，家里因病致贫。“现在大儿子病
情稳定，我在家看孙子，媳妇也能出
去打工挣钱。这不，小儿子参加了县
里贫困户电焊技术培训，今年年初在
郑州也找着活儿了。”

李新红一再感谢党的政策好，
“省农开公司帮俺们贫困户参股了一
个产业项目，俺家每人每年分红能得
到400多元。”

“摘穷帽还要拔穷根”
现在的杨梁村，水泥路宽阔平

坦，路灯明亮，村民喝上了放心水，教
学点新建的教室里，传出孩子们朗朗
的读书声。每天吃罢晚饭，老老少少

就聚到村委会对面的文化广场，妇女
们跳舞，老爷们扎堆唠嗑。

三年前的杨梁村可不是这样：村
里的道路年久失修，大坑套着小坑；村
教学点里每逢下雨就成了坑塘，小学
生放学得靠家长背着扶着接出来；35
户贫困户的房子不同程度漏雨……

“杨梁村是省级贫困村，贫困户
全部属于因病因残致贫，村内基础设
施薄弱，种植模式单一，缺乏产业支
撑，没有村集体经济。”村支部书记宋
国栋回忆说。

不到三年时间，这个村为何变化
这么大？

杨梁村村民看在眼里的是，依靠
上级政府和省农开公司的支持，驻村
第一书记和村两委班子一起扑下身
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抓政策落实帮村民增收脱贫。

杨梁村变了。村里新修近8公里
的道路，打了深水井、灌溉井；农网改
造点亮的不仅是一盏盏路灯，还照得

群众心里亮堂堂。刚接任的省农开公
司驻村第一书记李建勋写出了厚厚的
调研报告，打算接下来抓好村里的产
业发展，“摘了穷帽还要拔穷根。”

“这是我们的责任”
“杨梁村的变化，不是驻村书记个

人的功劳，是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是
省农开公司的有力支持。”赵北林说。

作为省属唯一的农业投资平台，
省农开公司拥有丰富的农业产业投
资经验，也有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视驻村扶贫为一项重要工作。近三
年来，该公司配合支持驻村第一书记
工作，共为杨梁村累计争取各类项目
资金 1100多万元，并获得了今年全
省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成为省管企业中唯一获此殊荣
的单位。

“脱贫攻坚是第一民生工程。我
们是国有企业，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义务。”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献锋说，“下一
步，我们将整合公司优势资源，继续
全力帮助杨梁村发展产业项目，让杨
梁村村民和全省人民共同实现小
康。”③7

安置新居
施工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