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渔工伏在船舱里听水声，可

以分辨水下有什么鱼群；有本事的

猎人，晚上能从野兽眼睛里反射出

的不同光点，判断来的是野猪还是

狐狸……这些知识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磨砺出来

的。所谓实践出真知，正是在与困

难的斗争中经风雨、长才干的。

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南

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对
1000多个洼地进行比选，走遍西南
山区上百个窝凼，最终找到“天眼”

最适合的建造地点。获得国家改

革先锋称号的许振超，凭着“悟性

在脚下，路由自己找”的韧劲，练就

了“一钩准”“无声响操作”等绝活，

先后七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

录，使“振超效率”享誉全球。可以

说，一个人只有经历实践中的摸爬

滚打、心理上的辗转反侧，与困难

斗争、向实践学习，才能获得真正

的成长。

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困难是

自身成长的“维他命”，挑战是提升

本领的“蛋白质”。没有经历过让

人挠头的事情，没有经过突发情

况、复杂环境的锻炼，很难成为合

格的领导干部。马厩里养不出千

里马，不愿意下水就永远学不会游

泳。如果只想着当太平官，只有坐

而论道的“认识论”，没有解决问题

的“方法论”，那就始终与实际隔了

一层，也无法增长才干、磨砺心志、

锻造品格。

改革开放 40年，透过宏观层
面的经济发展奇迹，可以看到无数

改革先锋的负重前行。40年后的
今天，仿佛仍然能听到改革先行者

们急促的呼吸、猛烈的心跳，感受

到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进取

精神。40年来，走过了旋涡，经历
了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

泳，在与困难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

新路、好路。

改革走到今天，是一个船到

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

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

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

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

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

需要征服。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就

越是需要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冲锋

在前，敢于走出心理舒适区，激发

同困难斗争、向问题进发的精气

神。正因此，干部培养既要注重知

识结构，也要锻造坚韧的意志品

质；不仅要营造良好氛围，也要放

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刀真枪磨

砺。唯有如此，才能让领导干部经

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学

真本领，练真功夫。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

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

壑归流的洪荒伟力。”在重大斗争

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

胆识和才干，涵养知难而进、逆流而

上的气概，磨砺遇强更强、愈挫愈

勇的坚韧，就能在“挑战—应

战”中迸发更强大的力量，赢得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③8

困难是成长的“维他命”
□朱海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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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倩）记者从市

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

公室获悉，根据省污染防治攻坚办

暗访组现场暗访，春节期间，我市

方城、社旗、唐河、新野、桐柏等县

城区内燃放烟花爆竹现象十分严

重，部分区域管理失控，严重影响

环境空气质量。为此，市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办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加

强管控，扎实做好春节后及元宵节

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联合

执法检查，对农历正月初六至十

六时段烟花爆竹燃放严格监管。

切实加强对禁燃区内商铺、饭店

和企业等开业监管，逐家告知，确

保节后禁燃禁放工作落实到位。

公安部门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

全管理，制止和查处在禁放区域、

禁放时段内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

为，组织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等行为；质

监部门负责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

量及包装、标识等的监督抽查，依

法从严查处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规定的非法生产行为；安监部门严

格按照相关安全要求，确定烟花爆

竹经营（零售）单位，查处不具备基

本安全条件的经营单位和储存仓

库；工商部门负责查处无证照或超

范围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环保部

门负责加强环境质量监测，联合气

象部门加强空气质量状况预测预

报，及时会商分析研判，科学预

警。如遇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

气条件，及时提请市政府启动重污

染天气预警应急响应。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加大对禁燃区域和周边

的联合巡查执法力度，特别是对重

点地区、重点时段进行持续性巡

查，并加大打击力度，对违法燃放

和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严厉查处

到位，对禁燃区域外要加强宣传和

疏导，大力减少烟花爆竹的销售

和燃放。

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报刊、网络、手机短信、微

博、宣传车等媒介，广泛宣传禁燃

禁放、查处实例。在城乡接合部等

重点区域张贴、悬挂标语，扎实营

造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氛围。

各地对辖区内违法违规销售、

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要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对不听劝阻、肆意燃放烟

花爆竹的行为，要依法严格处罚，

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部门依法给

予行政拘留；对辖区政府实施财政

扣款，同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规定，对负有监管责任的相

关责任人严肃问责。③7

切实做好春节后烟花爆竹管控

打击违法行为 呵护空气质量

本报讯 （通讯员陈国阳）

“春节了，贫困人口的‘两不愁四

保障’情况如何？能否过一个温

暖祥和的春节？还有没有遗漏的

没有帮扶到的贫困人口……”

春节期间，唐河县充分调动

一切力量，积极开展为贫困人口

送温暖“暖冬行动”。虽然风大雪

大，但温暖祥和不断涌进全县贫

困人口的家里。

唐河县采取各种方式，看望

慰问贫困人口。民政部门向贫困

群众发放救助款400多万元，发
放冬衣棉被6000多套。该县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为全县3500户贫困
每户赠送猪肉20斤、挂面20斤，
确保贫困人口春节有肉吃。县委

宣传部会同相关部门为贫困人口

送去春联3万多副，春节的喜庆气
氛一家都不能少。贫困村蔡庄村

举办乡村春晚，数十名专业演员

与贫困群众一道载歌载舞，提振

了贫困群众的精气神。

“不漏一村，不落一人”“全

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面对

硬目标，唐河咬定目标使劲干，

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的每一

战。③8

唐河“暖冬行动”暖人心

送上温暖关怀 提振致富信心

本报讯 （记者魏巍） 2月
3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戚
绍斌带领公安、民政、消防等部

门负责同志，就中心城区春节期

间消防安保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戚绍斌首先到市消防支队

看望慰问了消防官兵，对他们

长期以来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希望

他们发扬优良传统，彰显担当

作为，全力当好综合救援主力

军。随后，戚绍斌又到部分烟

花爆竹综合经营部、敬老院、

养老服务中心等地仔细检查。

他指出，各单位要时刻紧绷安

全弦，进一步强化管理，落实

责任，紧盯重点场所、重点时

段、重大问题，全面排查并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严防事故发

生，努力营造安定祥和的春节

环境。③8

督导中心城区消防安保工作

严格排查隐患 营造安全环境

本报记者 曹学祥

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记者再次驱车
前往心中的故地——南召县崔庄乡核桃树村。

核桃树村是个深度贫困村，位于崔庄乡最

北边的山顶上，距离乡政府所在地20多公里，
海拔1000多米，向北翻过山梁就是平顶山市鲁
山县了。

20多年前，报社开展“走进新闻空白点”
活动，记者曾去过核桃树采访。当时之所以选

择那里，是因为一件感人的事——核桃树山高

路险，当年村里一群正值壮年的村民，为了给

乡亲们修一条下山的路，放弃外出打工的机

会，分文不取，在山里手挑肩扛，劳作了好几

年，终于修通了一条七八公里长、两三米宽的

沙石路。

在这条路上有一段盘山路被附近的人称作

八道弯。所谓八道弯，是指沿着山坳自下而上

拐了8道弯的一段之字形道路，目测落差100
多米，非常陡峭。当时没条件硬化，一到夏季

便遭水冲，好多地方塌方被毁，只好待秋冬季

重修。

如今再去，进山的沙石路已变成了水泥

路，自山顶而下的河谷也被开发成一条漂流线

路，并被命名为充满神秘感的猿人大峡谷。汽

车可一路开进核桃树，峡谷两岸丛林中，新添

了数十家农家乐和红墙绿瓦的宾馆。沿途的不

少村民成了漂流公司的雇员。

核桃树村的变化更大，已寻不到记忆中当

初的模样。村民以前居住的土坯房、砖瓦房绝

大部分已改建成砖混结构的楼房。村里的文化

广场上，一群村民正在玩乐，有的打乒乓球，

有的在健身器材上活动，几个穿着鲜艳的孩子

追逐嬉戏，欢快的笑声荡漾在山谷之中。

村支书冯金有和村主任方德强当年都曾参

与组织修建那条下山的路。他们介绍，村里这

些年一直在发展变化，那条通往县城的沙石路

早于上世纪末由县乡出资拓宽改造成水泥路，

并且开通了直达村里的班车。但最显著的变化

发生在轰轰烈烈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最近几

年。特别是去年，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县乡

财政以及各部门就给予村里100多万元的支持：
改建了村部，修建了文化广场、公厕，建设了

村卫生室……另外联通公司还出资建设了4个信
号塔，实现了宽带全覆盖。

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全村200来户人
家，大部分在县城或乡政府所在地购买了住

房，20多家还添置了汽车，19家深山贫困户易
地搬迁，由政府统一安置在县城。

方德强说，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到

户增收项目、生态保护扶贫政策、小额贷款

扶持、各项保障性政策等落实力度都很大。

2019年，核桃树村一定能甩掉深度贫困村的
帽子。③8

本报记者 曾碧娟 特约记者 陈新刚

农历正月初三，方城县清河镇廓

封村一年一度的民俗表演拉开了序

幕。在穿村而过的大街上，随着阵阵

铿锵锣鼓声的响起，背阁、踩高跷、

跑驴、扭秧歌、划旱船等当地民俗表

演红火上演，而“背阁”表演成为其

中的重头戏。

在父老乡亲热切期盼的目光中，

五组背阁艺人在锣鼓的伴奏下，踩

着秧歌步款款走来。领头的两位 50
多岁艺人身穿彩衫，背后架子顶端

分别是两个手持彩绸的儿童，他们

一老一小、一上一下，边走边舞，

配合默契，精彩的表演不时赢得乡亲

们的阵阵欢呼喝彩。

廓封村“背阁”是方城县比较稀

有的民间舞种，到现在已经有150多
年的历史。“背阁”一般由上下两部

分组成，下桩支撑者多为青壮年，身

背一个制好的铁支架，在身上绑牢，

穿宽大衣裳，用长袖遮护支架，根据

节目内容，选择以鲜花、禽鱼、器

皿、兵器等装饰铁架。上桩表演者为

4~6岁的儿童，将儿童固定在铁支架
上，扮作戏剧、传说、故事中的人

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惹人喜

爱。

今年 50多岁的陈春明是廓封村
“背阁”的第四代传承人，他20岁起
就跟着父亲学“背阁”，背在背上的

阁和孩子加起来足有一百多斤重，每

次表演完都是一身汗，如今已表演30
多年，他一直在坚持。他告诉记者：

“‘背阁’这项传统表演，俺是打心

眼里喜欢。现在年年都在培养年轻

人，年纪大的慢慢顶不动了，年轻人

接着上场，要让这项传统表演一代一

代地传承坚守下去。”

廓封村主任周俊发对“背阁”充

满感情。他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一门艺术，每逢重大节日，群众都会

自发组织起来表演，主要是祈祷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今年的

表演除了增加春节的气氛，更重要的

是欢庆廓封村脱贫摘帽，让群众欢欢

喜喜奔小康。③5

本报记者 魏巍

农历正月初六的早上，乘客登上3路公交车，
抬头看到的是温馨喜庆的大红灯笼，感受到的是

舒适的暖气和整洁的车厢环境，大家走亲访友、

逛街购物,一天的幸福旅途由此开始。
良好的出行体验背后是公交人的辛勤付出。

整个春节假期，3路公交车驾驶员李宁像大多数同
事一样坚守岗位，一天也没有休息。

3路公交线属于公交人常说的“大线”，途
经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阳府衙、人民公园、盛

德美购物广场等人流车辆密集区，2017年8月线
路终点站从大庄延伸至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全程共31站，总长18公里。载客多，路线
长，车流量大，时刻考验着驾驶员的业务素养

和责任心。

一路上，不断有乘客询问线路和换乘方式，

李宁烂熟于心，耐心解答。每当遇到老人或抱着

孩子的乘客上车时，李宁都会等乘客坐稳后再行

车。同时，李宁还严格按照交警的临场指挥谨慎

驾驶，避免盲目涌入路口造成道路拥堵。

“保障运力、方便出行、服务乘客是我的本职

工作。”李宁说，“大年初一出车的时候，有乘客

一上来就问候‘师傅辛苦了’，我心里暖洋洋的。

为了大家的这份认可和信任，我多付出一点也值

得。”③7

本报记者 李佩佩

大年三十，邓州市龙堰乡周河村，早上7点，村
卫生室的门刚打开，已经有不少人来看病，卫生室

的一天开始了。

“王医生，快来看看，我的鼻子流血了。”来人是

61岁的老人刘文粉，她患血小板减少症，近期有些
感冒，早上打个喷嚏，鼻子就出血了。卫生室医生

王天聪来不及吃饭，就开始给刘文粉用纱条填充堵

塞鼻腔压迫止血，化验、输液、敷冰袋，又帮刘文粉

联系上级医院。

今年50岁的王天聪从南阳张仲景国医学院毕

业后回到村里，成为一名村医，他的妻子也是卫生

室的医生。多年来，夫妻档组成了村里的医疗队，

成为周河村村民最离不开的人。

8点，陆续又来了几位村民，有发热拿感冒药
的，有孩子喝多了饮料肚子疼来贴肚脐的，还有小

孩子割破手来包扎伤口的……王天聪和妻子有条

不紊，各负其责地忙碌着。

中午，就诊的病人陆续离开，王天聪已经接诊

了46名病患，简单吃过饭后，他又挨家挨户给25户
贫困户及孤寡老人送去了自费购买的药品。

每个接触过王天聪的村民都对他竖起了大拇

指，大家都说，该为周河村的乡村医生点赞。③8

“背阁”款款
幸福来

欢乐祥和
过大年

载着满满一车爱

村医老王的大年三十

除夕舞会乐陶陶

2月 5日，
农 历 正 月 初

一下午，卧龙

区蒲山镇杨营

移民新村 800
多名群众（图

①）到该村党群
服务中心大院

参加拔河（图

②）、舞龙（图③）
等活动，欢庆

春节

本报记者

崔培林 乔浩光

实习生 任剑翔

摄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记者 贾林伟 实习生 贾亦真

除夕之夜，至美莫若跳舞。

这是淅川县金河镇金源社区幸福舞队的除

夕新过法。

不用搭台，饭场便是广场；没有导演，自己

就是主角。

2月4日，农历除夕。晚7时整，随着广场舞
神曲《美美哒》响起，幸福舞队的队员齐聚在社

区七组马绍文家门口。一年前，在镇里教师蔺

党会的倡议下，左邻右舍的大娘大嫂们每晚相

聚在此，自娱自乐跳起广场舞。金源社区地处

县城西郊，人稠地少，乡亲多以卖菜、打零工谋

生。生活虽辛苦，日子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除夕舞会，热闹非凡，附近的男女老少搁下

碗前来喝彩。

这的确是一个特殊的舞队：排在第二排中

央的周翠勤78岁，被称为“最美奶奶”；最年少者
邵青霞36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舞队超过70岁
的有3人，平均年龄接近56岁。唯一的男性舞者
吕子久，近乎花甲却腿脚灵活，跳起来像模像样。

跳舞，跳出了健康。第一排的柴秀英10年
前做过一次食道癌手术，孩子在外工作，天天跳

舞跳出了好心情。71岁的张专，前年失去了老
伴，每晚1小时的跳舞时刻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50多岁的刘清芬坚持跳舞，让自己成功减肥，身

体苗条多了。

跳舞，也跳出了和谐。以前，马家、刘家和侯

家因为宅基地纠纷，闹僵了好几年，彼此见面都觉

得别扭。每晚聚会跳舞，大家借此机会交流越来越

多，越来越顺溜，事情说开了，从此“一笑泯恩仇”。

“说说您的新年愿望吧？”面对记者，“队长”

蔺党会说，希望团队越跳越自信，越跳越开心，

越跳越年轻。吕子久的回答很简单，每天快快

乐乐，快快乐乐每一天。默默义务为舞队服务

的马绍文则表示，希望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让

舞队更加壮大，让生活更加美好！

除夕之夜，星空之下，舞曲悠扬，老少皆

欢。惟愿父老乡亲过年好，生活皆好！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