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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鸽·重走二月河人生路”采风队第三站走进凌家大院

崇文尚学“福”字院里出大家

南阳 12345市长热线获全国“2019年度卓越百姓服务奖”

倾听民声 了解民情 为民解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秦继斌 王蕾） 8 月 8 日
至 9 日，2019 年全国政务
热线发展高峰论坛暨全国
服务热线发展报告会在北
京举行， 南阳 12345 市长
热线受理工作喜获全国最
佳政务服务热线“2019 年
度卓越百姓服务奖”，南阳
日报社时卫红获得“2019
年度杰出贡献奖”。

全国最佳政务服务热
线评选是由中山大学中国
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中山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 全国政务热线发展联
盟等联合组织，以《政务热
线评估指标体系》 作为评
选标准， 立足于全国政府
服务热线，是政务服务热
线行业最具权威、最具规
格、最具标杆的年度评选
活动。 经申报推荐、满意
度调查、专家评审、对外
公示等环节， 南阳 12345
市长热线受理工作因科学
管理、着力提升受理质量，
积极创新、率先提出“双百

办理”，服务百姓、组织开
通“零公里热线”，政媒结
合、 实现舆论监督效果最
大化， 切实听民情解民困
分民忧， 被评为全国最佳
政务服务热线“2019 年度
卓越百姓服务奖”；南阳日
报社时卫红因参与市长
热线筹备、创建、有效运
行、 成熟壮大全过程，十
年来带领南阳市长热线
受理中心全体人员兢兢
业业共受理群众来电及
语音留言约 20 万件，主

持编辑《民情民生》专版和
《舆论监督》专版，开设“市
长热线在行动”专栏，依托
受理中心平台大数据舆情
分析撰写“市长热线热点
动态” 为领导提供决策参
考， 共刊发热线报道 500
余篇，内参 20 余篇，南阳
市领导先后 20 余次对热
线的相关报道进行批示，
作为河南省巾帼建功标
兵， 被评为全国最佳政务
服务热线“2019 年度杰出
贡献奖”。 ②7

本报讯（记者 田园）
8 月 11 日下午 ，“三色
鸽·重走二月河人生路”
小分队在二月河祖籍地
昔 阳 县 李 家 庄 乡 南 庄
村 ， 参观了二月河先生
的出生地凌家大院。

村头 ， 质朴古拙的
“南庄二月河” 镌刻在一
块如毛笔头的红色大石
上， 石上天然有一凹，形
如石砚，预示着这个家族
崇文读书。 据了解，村中
大学生几乎家家都有，研
究生比比皆是，充满着读
书上进的良好氛围。

李家庄乡党委书记
张彦成介绍 ， 南庄村地
处太行山脉的浅山区丘
陵地带，以山向论，坐东
北向东南阳坡 ， 背靠巍
峨的浮山，脚踩铺沟河，
左连神山，右为莲花山，
面对凤凰山。 群山抱拥，
流水维系， 形似一口大
锅 ， 具有不进村不见人
的隐蔽性 ， 堪为生息之
宝地。 这里交通发达、北
通阳泉 、 太原 ， 南达和
顺 、 左权， 东临河北赞
皇，交通十分便利。

村里提供的资料显
示，南庄村随地势而建，
以舞台为中心，前街、后
街、下街、河道等成辐射
状分布，村域面积约 1.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764
人。 古建筑大部集中在
前街、后街周围。 古建筑
约 占 全 村 建 筑 面 积 的
50%，集封闭性、等级性、
坚固性、审美性于一体，
多进式四合院、 独立四
合院相结合，院院相通，
院院不同，高低错落，别
有韵味。

二月河先生本宗亲
支所有的凌家大院，分
“囍 ”字院和“福 ”字院，
两个因地势相对独立又
协调统一的院落。“囍”
字院因数进院子如同汉
字“囍 ”，“福 ”字院因如
同汉字“福 ”字而得名 。
凌尔昭先生主编 《凌氏
家谱》， 了解凌家族史 。
据他介绍 ， 凌家祖上经
商有道，开挖煤窑，冶炼
钢铁，开设铺面，积累了
足够的财富后 ， 从本村
破落地主家购买了凌家
大院，经重建扩建，形成
了这处古色古香的凌家
大院。

“囍”字院坐东朝西，
四进院落 ， 中轴线上建
有四进院正房、垂花门、
三进院过厅 、 砖雕垂花
门、二进院过厅，两侧附
属建筑共 12 座， 占地约

1750 平方米。 2016 年，当
地相关部门筹款 400 万
元，进行了保护修缮，恢
复了当年风貌。 据介绍，
河南人到昔阳， 多数都
要到凌家大院去游览一
番。而 1945 年秋，二月河
先生就出生在“福”字院
中的一进房屋里。 卧龙
区作协主席 、 领队鲁钊
把著名书画家尹先敦特
意创作的书法作品 《二
月河从此处发源 ， 凌解
放在这里诞生》 赠送凌
家大院。

凌家推崇“唯有读书
高”。 代代促学， 人才辈
出，到二月河曾祖父一代
时，就已经“文兴昔阳”。
二月河曾祖父凌朝
徽在兄弟中排行老
大，与老二凌瑞徽、
三弟凌杞徽同为秀
才。兄弟三秀才，这

在僻壤偏乡的太行山中
是十分轰动的事情。方圆
百里，提起凌朝徽，皆称
大先生而不呼名。

凌家先祖崇文，更是
在大院的建筑中可窥一
斑，门壁厅廊，处处以砖
雕石雕等形式展示“退
一处想 ”“夫然后行”等
警句 ， 勉励后人崇文尚
学、严谨做事。

凌家大院， 文运兴
盛 ， 这是一座承载着家
庭荣光 、 美好期冀和历
史沧桑的老宅 ， 在宣传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
天 ， 它以其厚重深远的
文化内蕴 ， 吸引着海内
外读者的目光。 ②7

车辆超限超载

约谈企业负责人
本报讯（记者 王勇 通讯员 苏进）日前，

宛城区交通运输执法局组织召开辖区内 2019
年列入黑名单车辆所属企业约谈会， 继续加
大超限超载执法力度，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约谈会上， 首先通报了被列入黑名单车
辆的超限超载违法情况。 随后，对约谈企业提
出了具体要求：要提高认识，运输企业是防止
非法超限运输的责任主体， 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加强对车辆装载及运行全过程监控； 要加
强管理，积极落实整改；加强本企业驾驶人员
教育培训工作， 增强驾驶人员的安全责任意
识和法律意识，不驾驶超限超载车辆。 ②7

新野县施庵镇

精准扶贫显真情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彭兴才）8 月

12日，新野县施庵镇政府与新野安康医院就精
神障碍患者托养医疗正式签署战略协议。

据了解，在新野县施庵镇的贫困人口中，精
神障碍病患者有 200多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 51人， 这一部分人员很难靠自身实现脱贫。
为帮助这些特殊贫困人员实现脱贫的目标，施
庵镇政府根据相关民政救助政策、 医保政策及
扶贫政策，再辅以地方政府措施兜底，与新野安
康医院签署了战略协议， 将贫困精神障碍患者
纳入托管治疗范畴。 在施庵镇政府与安康医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当天， 即有 3位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与安康医院签
署了“托管服务”协议。 ②7

市中级人民法院

慰问贫困大学生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刘跃升

曲旭）8 月 12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一行来
到方城县独树镇张寨村贫困户黄德军家中，
向其大儿子考上大学表示祝贺， 并送来了慰
问信和慰问金。

在黄德军家中， 干警们详细了解了其大
儿子所录取的专业， 并鼓励他要做好人生规
划，勇于克服困难，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
实际行动回报家乡，为社会作出贡献。

据了解， 黄德军是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
对口帮扶的贫困户， 其大儿子今年以 517 分
的成绩被河南农业大学录取。 法院干警们主
动捐款，为贫困户家庭实现大学梦而助力，还
主动联系方城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当场对黄
德军的大儿子上大学进行了资助。 ②7

采风队队员走进“福”字院（二月河出生于此） 田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