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一切都是党给
的，包括这些钱，要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心
里才踏实、才欣慰。

□本报记者 刘一宁

“ 您 为 什 么 要 加 入 共 产
党？”“初心。”

“ 您 入 党 后 做 了 些 什
么？”“和郭有森单线联系开
展地下工作……”

听力不好的申六兴总是用
书写的方式回答他人的提问。
5月 28日，当记者在申六兴的
家中看到这些聊天记录时，他
正躺在新乡市中心医院重症监
护室里。

申六兴是一位有着 82年党龄的老党员。两个多月前，98
岁的他依旧坚持读书看报。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申六兴把 5万
元党费交给了党组织。

向党组织缴纳大额党费，对申六兴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去年10月 23日，在儿子申建军的陪同下，申六兴把15.2万

元党费连同一张申请书交到新乡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涛手
中。面对组织上的关心和询问，申六兴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
的，包括这些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心里才踏实、才欣慰。”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申六兴只能躺在病床上，依靠呼吸机和
药物维持生命。

含着热泪，翻看申六兴的“家底”，一张张荣誉证书与一件件
洗得褪色的衣服，格外引人注目。

“他舍不得给自己花钱买东西，就连我们给他的生活用品，
他也总是挑好的送给别人。”申建军说，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省
吃俭用攒下来的钱都捐了出去。

申六兴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为群众办点事、出点力，算不了
什么。

申六兴出生在林县姚村镇邢家墁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
1938年，秘密成为中共党员后，他以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长达 8年。在革命斗争中，“为人民造福”的誓言深深
印刻在他的心里。

申六兴时常对儿女们讲，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不要依靠
他。申六兴的工资大都捐给了群众，家里基本上都靠他爱人王
翼荣当老师的收入养活6个孩子。

申六兴曾担任孟县人民政府县长、新乡地区第二轻工业局
副书记等职务。可是，申家人从没因为父亲享受到什么优待，还
常常因为少了他的工资而显得捉襟见肘。

“上学时最害怕开运动会，因为买不起运动鞋。”申六兴的女
儿申建平回忆，有一次，她和另一名同学不小心把5元钱学费弄
丢了，同学第二天就把学费带来，她家实在拿不出这笔钱，过了
一个多月才补上。

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的申六兴，对群众慷慨大方。他的
儿女们粗略算了个账，父亲至少把 68万元工资捐给了困难群
众。

为了帮乡亲们脱贫致富，离休后享受地专级干部待遇的申
六兴回到老家邢家墁村，开启垦荒之路。那一年，他76岁。

邢家墁村与太行山之间闲置着一块30亩的栗园。回村后，
申六兴经常天不亮就上栗园开荒种树。有时候忙到天黑，他就
独自住在栗园的一间茅草屋里，几块石头并在一起就是床。

申六兴不仅自掏腰包买来各种树苗，把荒废的栗园变成栗
树、桃树、杏树、李树、石榴树竞相争艳的“五果园”，还请来专家
帮助村民发展种养业。

在这里，申六兴一待就是14年。2011年，申六兴身体渐弱，
在离村之前，他把这个价值近百万元的果园无偿捐给了村集体。

这些年，申六兴虽然离开了邢家墁村，但村里的大事小事他
都细细打听。得知申六兴病重，村民们托前去探望的新乡市老干
部局局长王凤贤捎句话：真的很想他，希望能早点见到他。③5

申六兴：

公而忘私 一生为民

争做 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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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勤快才幸福、劳动更光荣……”5
月 20日，记者走进鹤壁市淇县北阳镇青
羊口村裴学喜家，新修的堂屋外墙上写
满一行行工整的粉笔字，仿佛一位学生
在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成绩。谁能想到，
写下这些字的正是外号“裴老歪”的裴学
喜，一度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提起裴学喜，鹤壁市发展改革委派
驻青羊口村第一书记孙国玉一脸苦笑。
2017 年 11 月，他头一次到裴学喜家走
访时，简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5
间泥瓦房破破烂烂，不仅屋顶年久失修，
整个房梁也仅靠一根柱子在支撑，裴学
喜一家三口挤在旁边由镇政府搭的临建

房里。更让人揪心的是，他自己疾病缠
身，妻子也精神残疾，生活无法自理。

“年轻时不干活，年纪大了一身病干
不成活。他贫困谁也不怨！”“别听他说
没钱，牌桌上手可不‘小’，不走正路才叫
他‘老歪’!”提起裴学喜的“黑历史”，村
民们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为了让
裴学喜戒赌，孙国玉费了不少心思——村
里实施危房改造，虽然裴学喜的情况符合
条件，但孙国玉却来了个“曲线救国”。“危
房改造的事我来争取，但你必须把牌给戒
了。再说了，你这贫困户爱打牌的名声传

出去，女儿不好找婆家啊！”在孙国玉循循
善诱下，“裴老歪”逐渐听了进去。

2018年，裴学喜家的房子被鉴定为
Ｃ级危房，国家补助 9000 多元换顶维
修；村里启动了天然气安装和节能改造，
不仅为他家做了外墙保温施工，还装了
政府补贴的热风机。看到里里外外焕然
一新，裴学喜有所触动，他兑现承诺，再
也不打牌了。

孙国玉了解到裴学喜患有静脉曲张、
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疾病，就到淇县
人民医院帮裴学喜寻医问药。在裴学喜做
完静脉曲张、疝气手术后，孙国玉又帮他办

理了慢性病证，可享受相关政策补贴。
房子的事、看病的事先后得到解决，

裴学喜脱贫的劲头越来越大。在孙国玉
和帮扶责任人引导下，他申请了 10000
元贴息贷款打算从事养殖业。

“看着身边人都富起来了，咱也不能
一直拖后腿啊！”私底下，裴学喜说出心
里话。

“过去‘老歪’懒，现在他到处找活
干。”“裴老歪”不“歪”了，村民们看在眼
里，交口称赞。经过一年多努力，2019
年年底，裴学喜认认真真在脱贫核查明
白卡上签了字——他顺利脱贫了。

“作为一名扶贫干部，工作上得讲策
略，既要带领群众物质上脱贫，更要精神
上扶志。一旦贫困户内生动力被激发，距
离真正的脱贫就不远了。”孙国玉说。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岳静

“自从村里建起了红色教育基地，慕
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最多的一天来
了 8 辆大巴，小广场上黑压压都是人。
柿子、野菊花、蜂蜜、土鸡蛋等被抢购一
空，乡亲们心里乐开了花。”5月 27日，
修武县西村乡黑岩村村支书侯世红对记
者骄傲地说。

黑岩村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深山区，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集体经济薄弱，全
村126户、403口人，由于种田收入微薄，
年轻力壮的村民只有外出打工谋生存。

近年来，修武把美学经济作为产业
升级的一条路径，将美学设计创新融入
党建、文旅、城建等各领域，盘活现有资
源，激发带动县域发展活力，蹚出了一条
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之路。目前，该县
谋划的首批 36个乡村美学示范项目已
陆续建成开放，云阶恒大康养小镇、云台
古镇、河南报业文旅综合体等一批大个
头美学项目已初具规模，实现了三产融
合联动、城乡统筹发展的良好效果。黑
岩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美学设计融入红色资源，会激发出
怎样的火花？

“你跟着我来转一圈吧。”侯世红不
急着回答，一边带着记者参观，一边有条
不紊地安排着游客的接待工作，“今天俺
村还要来一批外地游客，他们已经提前

预约了讲解服务，还预定了30人份的‘忆
苦思甜饭’，我们今天又有得忙活了。”

跟随侯世红的脚步，一个具有时代
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红色教育基地逐渐呈
现在眼前：党员活动室里随处可见党建元
素，斑驳的原木色长条桌椅、印在墙上的
入党誓词，把参观者瞬间拉回到革命年
代；村史馆、修博武中心县委旧址等场馆
里不仅摆放着一些老物件、老照片，还用
剪纸艺术刻画了雷锋、焦裕禄等人物形
象，展品无言，却又讲述了动人的故事。

为了丰富体验形式，基地还为游客
提供“忆苦思甜饭”、戎装体验、红色纪念
品等增值服务项目。

源源不断的游客走进黑岩村红色教
育基地，沉寂的小山村变得越来越热闹，
村民的钱袋子也跟着鼓了起来。截至目
前，黑岩村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 2万
人次。

今年 76岁的陈长祯是村里的养蜂
能人，去年，他的蜂蜜卖出了2000斤，收
入 4万多元。“我们村里环境好，花蜜质
量纯正，好多顾客都成了回头客，这日子
确实一天比一天好啊！”陈长祯乐呵呵地
说。

更让老百姓开心的是，“红色+美
学”激发出的经济动能，让黑岩村由内而
外都变“美”了，投资6.9万元打了机井解
决了吃水难题，安装太阳能路灯解决了
道路夜间照明问题，投资69万元的整村

推进道路硬化扶贫项目落地，水泥路代
替泥土路，老百姓告别了“出门两脚泥”。

“虽然受疫情影响，今年的游客不如
去年多，但我们也趁机加快了乡村旅游
项目建设，为下一步发展攒足了后劲。
红色资源结合美学设计就是我们的核心
竞争力，我们有信心把黑岩村建设得越
来越好，让老区焕发出新活力。”侯世红
充满信心地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
讯员 赵晓颖）“手提红灯四下看，上级
派人到隆滩……”5月28日下午，在新
野县王集镇曹集村幸福大院，82岁的
杜景中正陶醉在京剧《红灯记》的优美
唱腔中。

算上杜景中，曹集村共有10位老
人在这里托管。不大的院子里，窗明几
净、整齐有序，活动室、淋浴间、休息室
等一应俱全，还有两名护工照顾老人起
居。“一天三顿在这儿吃，早晨有鸡蛋，
中午有肉，伙食比在家还好。晚上可以
住在幸福大院，也可以回家住，好得
很！”杜景中伸出大拇指连连点赞。

村级幸福大院对特困群体进行
集中托管，是南阳创新实施的“四集
中”之一。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如何
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完成“加试
题”，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
一。南阳把特殊贫困群体兜底保障
作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关键
招儿”，投入 7亿多元，对特困群体实
行村级幸福大院集中托管、乡镇敬养
老机构集中供养、社会福利机构集中
托养、卫生机构集中治疗康复“四集
中”，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

“四集中”兜底保障的主要对象
是哪些？南阳市民政局局长张国强
介绍，主要指特困供养对象、孤儿、贫
困户中的重度残疾人员、重症慢性病
人员、失能半失能人员、孤寡老人“六
种情形”人员。经过普查、筛查和核
查，南阳全市需集中供养40169人。

如何确保应养能养？根据集中供
养任务，该市统筹规划，按照“232N”
模式合理布局“四集中”供养机构。即
市级扩建福利院和救助站两个集中供
养场所；县级建设福利中心、残疾人托
养中心和精神病人康复医院三类机
构；乡级建设乡镇敬老院和卫生治疗
康复中心两类机构。市县乡三级机构
为“四集中”机构建设刚性任务；同时，
根据“四集中”任务，统筹布局村级幸
福大院和民办养老机构。

目前南阳市已建成“四集中”机构
998家，完成建设任务83%，入住“四集
中”对象28118人，入住率达70%。③9

“裴老歪”不“歪”了

“红色+美学”，火了黑岩村
修武县西村乡黑

岩村是中共修博武中
心 县 委 的 诞 生 地 。

1938年 2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分两路进
攻豫北，2月18日修武沦陷，3月 5日焦
作全境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北方局军
委书记朱瑞指示，撤销焦作工委，建立中
共修博武中心县委。

近年来，黑岩村充分挖掘党史、村
史，整合老建筑、老物件，运用美学理念
对修博武中心县委旧址和村便民服务中
心、村史馆、党员活动室、宣誓墙等进行
统一设计，建成了具有时代气息和地方
特色的红色教育阵地，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游客，老区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近年来，修武县叫响“美学经

济”，通过外塑颜值，内修气质，走

出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条

特色之路。

美学经济的实质是什么？从

黑岩村可窥见一斑，那就是：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转化为可触

可见的规划、建设，把党的传统和

宗旨投射在有形的教育阵地、融

入人们的生产生活。经过精心打

造，黑岩村沉寂的红色资源焕发

青春。实践证明，美学经济符合

修武全域旅游发展的实际，发挥

了提质增效的显著作用。愿美蕴

山水、造福人民。③4

老区名片

走老区看老乡

记者手记

修武县黑岩村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教育阵
地。⑨6 崔红星 摄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特
困群体怎么办？

南阳“四集中”
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

▶5月 31日，光山县弦山街
道办事处椿树岗村世旺合作社社
员正在操作插秧机。今年全县水
稻种植面积达 80 多万亩。⑨6
谢万柏 摄

▲5月 31日，新蔡县关津乡
牛湾村水稻田，当地农民忙着对
刚收割完的小麦麦田进行灌溉、
整田，及时栽插水稻秧苗。⑨6
宋超喜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全国第19个‘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
产万里行’河南系列活动启动！”5月 31日上午，随着省安委办
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张昕一声宣布，今年全省“安全生
产月”活动拉开了序幕。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
产，没有发生重特大事故，事故起数、死亡人数持续下降，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但从过去 10年事故情况看，6至 7月较大以上事故易发多
发，须重点防范交通运输、矿山、建筑施工、工贸等行业事故。从
今年以来发生事故的情况看，随着复工复产后生产经营节奏加
快和气温升高，部分行业和地区事故出现反弹。从自然灾害形
势看，当前全省已进入汛期，地下矿山、水库、河道、尾矿库、淤地
坝、城市防洪等重点部位汛期安全防范任务较重。

今年 6月是第 19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消除事故
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全省将开
展一系列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活动，包括“排查整治进行时”专
题活动、线上“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以及
各类主题宣传活动等，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公众安全
素质，促进安全生产水平提升。③5

我省2020年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上接第一版）在科学评估进展状况的基础上，要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进行认真梳理。从
人群看，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从区域看，主要是深度贫困
地区；从领域看，主要是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短
板明显。

文章指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是要全面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二是要解决好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三是
要加快民生领域工作推进。四是要健全社保兜底机制。

文章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牵涉到方方面面，但补短板是
硬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
要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各地
发展水平有差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工作也应各有
侧重。要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客观真
实反映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形成良好预期，坚定发展信心。我
们既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又要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麦收过后插秧忙麦收过后插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