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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月季故里 香飘五洲

广告

本报记者 周若愚

“一叶一花一世界，棵棵都是

风景线”，又斟酌着修改了一番用

词，文化学者杨学富满意地收起

笔。

这是第几次对《南阳月季 香

飘五洲》的歌词进行修改？杨学富

自己也说不清。数月前，南阳电视

台春晚决定上一首与市花有关的

歌，他和合作者陈涛一下子拿出 3
稿供选择，而在此之前，二人已创

作十多稿与月季相关的歌词。

杨学富和陈涛，分别供职于南

阳市委党校和中源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两人酷爱诗歌创作，均为中

国乡土诗人协会的主要成员。数

年前，第七届农运会在南阳举办，

两 人 联 袂 创 作 的 歌 曲 有 3 首 入

选——整个农运会共入选歌曲 5
首 。 世 界 月 季 洲 际 大 会 确 定 于

2019年在南阳举办后，有工作人员

联系二人，想请他们为盛会写歌，

后因征集活动有变，虽然有关部门

决定不再面向社会征集歌曲，但两

人还是将为月季花会写歌当成自

己的任务和责任。

“年年新枝月月红”。在两位

词作者眼中，市花月季与他花不

同，既是庭院之花，也是闹市之花，

花姿优美，芳香宜人，且四季可

见。杨学富对月季的感情更加深

厚，他擅制盆景，尤爱兰、菊、月

季。上世纪末，南阳月季产业兴起

后，南阳市委党校和南阳农校曾适

时联办两年制园林中专班，他是负

责招生和主讲的老师，石桥的月季

基地就是班级的实践基地，他经常

带学生去实习。

上春晚的歌曲名为《月季故

里 香飘五洲》。这几天，杨学富和

陈涛又着手精修这首歌曲，并更名

为《南阳月季 香飘五洲》，以此致

敬即将到来的月季盛会。“上春晚，

歌词要浅显通俗易上口；为月季洲

际大会写歌，我们要考虑与南阳结

合、与时代结合，要写出南阳的月

季、写出洲际大会的月季来。”

最新版的《南阳月季 香飘五

洲》，分主歌、副歌两部分。主歌部

分侧重描写南阳月季的特点、美

景：“花的国度，走来了月季花仙。

年年新枝月月红，花开红烂

漫。

一叶一花一世界，棵棵都是风

景线。

花香彩蝶飞，风骨更妖艳。月

季故里，吟唱着动人诗篇。

花乡花海花似锦，花哥花妹花

中站。

手中的月季花，是最美的风景

线。

爱心随花开，多情更鲜艳。”副

歌部分重在展示月季大会以花交

友的文化交流意义：

“年年岁岁月季花，花好月圆

艳阳天。

花开传友谊，五洲连花环。

一带一路花为媒，月季盛会笑

开颜。”

“新版歌词加了副歌部分，格

局更大，更喜庆热烈些。这首歌，

可以说反映了我们南阳居民期盼

盛会召开的切切心情。”杨学富笑

着说。⑥3

《南阳月季 香飘五洲》词作者——

从心底流淌出月季之歌

农村生活污水是当前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突出短板，记者最近

在黑龙江、河北、湖北、广东采访发

现，当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实现从“污水靠蒸发”向污水变清

水、清水带“红利”的局面发展。

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

邯郸市峰峰矿区位于河北省

南部，既是老工矿区、又是一级水

源保护地，当地坚决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活污水

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要抓手。

峰峰矿区环保局局长张清强

说，峰峰地形多样，有山地、丘陵、

平原，当地利用高差环境为污水处

理提供动力，运用三级处理方法提

升水质：综合采用生物、生态处理

工程技术，通过化粪池、格栅调节

池等工艺模块对污水进行一级处

理 ;通过地下三格式兼氧—厌氧处

理单元实现污水二级处理 ;再利用

生态湿地、生态截污渠等措施，通

过模拟自然湿地，利用土壤—植

物—微生物复合系统对污水进行

三级处理。

广东省东莞麻涌镇，翠绿的蕉

林、静谧的河水、嬉戏的鹭鸟，一派

南国风光。然而，多年前，这里因

引进化工、电镀等产业，加上禽畜

养殖业废水、居民生活污水直排，

导致河道水体黑臭。

麻涌镇委副书记陈文龙说，当

地没有使用传统的清淤—晾晒—

焚烧的做法，而是将挖出来的淤泥

堆在两岸形成滩涂，再种上对污染

物吸收能力强、根系发达的植物，

以固化淤泥，净化水质。“我们实现

了就地生态修复，有时从上游进来

的水是五类，经水体修复后变成四

类了。”

记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市海浪

镇盘岭村了解到，当地引进韩国农

村分散式污水处理技术，利用土

壤、植物、微生物形成的永久自然

生态链，经过物理、化学、生物三重

协同作用，实现生活污水自然脱

臭、净化，排放标准达到国家一级 A
标准。

盘岭村党支部书记关强介绍，

这一系统日处理污水 3000吨，第一

期已有 20户村民对接这个系统，今

年全村都将接入这个系统，全部污

水都将得到有效处理。

长效运行 久久为功

青草依依，鱼游水中，水池畔

小 木 屋 里 机 器 不 分 昼 夜 地 运

转……这是邯郸市峰峰矿区大潘

村一座湿地游园式污水处理站的

一角。整个村子的生活污水被抽

取进污水收集池，经过几道工艺处

理，流入到木屋另一侧的出水池。

为实现污水处理机制健康长

效运行，峰峰矿区着力构建政府主

导、市场主力、群众主体的三级运

维管理体系，通过“引入+培育”的

方式，实现农户自我运维管理，并

通过建立运行考核评价机制和突

发事件应对机制，确保处理系统高

标准运行。

湖北省安陆市则按照“建设

好、管理好、保障好”的思路，抓好

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安陆市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黄

乐平说，要做好乡镇生活污水项目

从建设期转入运维期的各项准备

工作，督促社会资本、项目公司

和运维团队及时到位，建立污水

处理设施运维绩效考核机制，确

保污水处理厂正常稳定运行，严

格达标排放。

他表示，要探索完善“政府

支持，社会参入，使用者付费”

资金筹措与分担机制，缓解生活

污水治理设施的后续运维费用压

力，为污水处理项目运行和维护提

供良好保障。

水清山秀 红利滚滚

峰峰矿区大潘村党支部书记王

新海说，污水处理带来的不仅仅是

环境的改变，目前，经过处理过的污

水已经可以用于农业灌溉和生态养

殖，为村民节省了不少成本。

“没有政府大力整治环境做铺

垫，我也做不了旅游伴手礼的生

意。”麻涌镇大盛村村民钟叶枝说。

钟叶枝原本是码头的电工，每

月工资约 6000 元。听到华阳湖片

区整治的消息，他觉得这里的旅游

业一定会火，于是搞起了环湖绿道

自行车租赁，开起了 100 平方米的

“水乡手礼”手信店，2018年营业额

超过 100万元。

环境品质的提升，逐步吸引了

优质企业和高端人才，麻涌镇先后

吸引了京东、云南城投等 19个总投

资 538亿元的项目落户。2017年全

镇生产总值 220亿元，比 2013年增

长 50%;税收总额 40.5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53%。⑥3 （据新华社）

从“污水靠蒸发”到“清水绕人家”
——我国多地探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验

本报讯 （记者段平）2 月 17
日至 19 日，我市将举行“春风行

动”大型公益招聘活动，以进一步

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支

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助力脱贫攻

坚，满足用人单位招聘需求。

本次活动由市职业介绍中心

联合市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服务培

训中心、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团市

委青年发展部、宛城区人才办、宛城

区人社局、三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红都广场等单位举办。活动期间，

主办单位将积极创新“互联网＋公

共就业”工作模式，利用网站招聘求

职专版、微信平台等方式广泛发布

就业政策、招聘会、招聘岗位等信

息；为广大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创

业、培训、维权等全方位服务。

此次招聘活动为社会公益行

为，不收取招聘企业和求职者任何

费用。招聘会场分设两处：2月 17
日至 18 日，招聘会场设在红都广

场（人民路人民公园南门），预设

200个展位；2月 19日，招聘会场设

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兴隆路 3号），

预设 48个展位。即日起至 2月 16
日，各招聘单位可携带有效证件前

往市人力资源市场、三友劳务派遣

有限公司或求职网南阳服务中心

办理参会手续。⑥6

搭建公益平台 提供求职便利
我市将举行春季大型招聘活动

他山之石

本报记者 周书锁 通讯员 王晓廷

“唠唠唠，唠唠唠，吃食啦。”大

年初六一大早，西峡县军马河镇后

河村茧场组的王兴成就已在自家

的猪舍里忙得不亦乐乎 ,拌料、喂

猪、铲屎、清理猪圈，干得热火朝

天。猪舍里哼哼唧唧的猪叫声在

他耳朵里，就像快乐的歌曲。王兴

成从这些猪仔的身上，看到了今年

脱贫的希望。

随行的包村镇干部告诉记者，

年近七旬的王兴成，体弱多病，一

直靠种几分地和打打零工挣几个

小钱儿供儿子上大学，日子过得相

当紧巴。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

王兴成的老伴患上脑血栓，因住院

又让王兴成欠上了一大笔外债，对

这个贫困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

霜，日子过得更加艰难。2016年，

镇村干部在入户普查过程中，了解

到王兴成的实际困难，将王兴成家

确认为低保贫困户，并为其安排了

帮扶责任人。

在来自镇政府的帮扶责任人

刘禾的开导和帮助下，曾一度对生

活失去信心的王兴成萌生了靠养

殖脱贫的想法。刘禾见王兴成因

缺资金着急上火，就帮他申请了政

府贴息扶贫贷款，免除他的后顾之

忧。王兴成的养猪场风风火火地

办了起来，并渐渐有了起色。去年

底，王兴成的成熟猪宰杀后，卖了

大约一万七千元，他的眼角眉梢也

有了喜色。

王兴成告诉记者，虽然脏点，

累点，但感觉日子很充实。“疫情要

是有了好转，俺想再建 5 个猪圈，

这样一年肉猪出上 100头，俺就能

扔掉穷帽了，在人前腰板也硬起

来！”虽然去年受了猪瘟疫情影响，

猪肉价格暴跌，但王兴成仍对养殖

脱贫这条路充满了信心，“今年是

猪年，相信能给俺带来好运”！⑥3

猪年养猪盼脱贫

“……您坚强的背影，顽强的

精神，已深深烙在我们的脑海中，

永不抹去！永不泯灭……”

每逢清明节，浙江省平湖市的

中小学生就会来到施奇烈士的雕

像前，庄严地朗诵专门为烈士而作

的诗——《永不凋谢的杜鹃花》，寄

托对施奇烈士英勇献身和她那坚

贞不屈精神的敬佩与深深的怀念

之情。

施奇，1922 年生，浙江平湖

人。由于家境贫困，14岁的施奇就

进了上海一家缫丝厂做童工。淞

沪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煤业

救护队，奔赴抗日前线抢救伤

员。 1938 年 8 月，在皖南泾县参

加新四军，被编入军部教导队学

习，任班长，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军部

速记班，随后被调到军部机要

科，担任江北大组组长。

1941年 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

南事变中，施奇镇定地译发电报，

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当敌军的

包围圈越来越小时，她按上级命令

忍痛毁掉电台，烧掉密码。突围时

不幸被俘。凶恶的敌人对她百般

摧残蹂躏，威逼她自首。施奇在遭

受折磨后身患重疾，但面对淫威，

坚贞不屈，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

拒绝敌人的诱降。敌人恼羞成怒，

将她关进上饶集中营。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

战友们，看到那个朝气蓬勃、健壮

美丽的施奇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

息，义愤填膺，悲痛万分。施奇对

探望她的战友们说：“别难过，革命

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野兽动摇

不了我钢铁般的意志，玷污不了一

个共产党员的心。只要我的心还

在跳动，就决不停止对敌人的斗

争!”她忍受着巨大的折磨，在狱中

写下揭露敌人罪行的文章。

1941年底，一批战友在秘密

准备越狱前夕去看望施奇，她担

心自己的病体会拖累战友，深情

地对大家说 :“不要管我了，你们

快走。请转告党组织，虽然我还

是个青年党员，经受的锻炼和考

验还不够，但我的心，至死也想

着党啊!你们出去以后，把我的遭

遇告诉大家，要控诉国民党反动

派的罪行，为我和千千万万死难

的战友报仇!”
1942年 5月，施奇被敌人活埋

于 上 饶 茅 家 岭 ，牺 牲 时 年 仅 20
岁。她被誉为我军机要战线上坚

贞、圣洁而崇高的“丹娘”。

为了纪念这位从平湖市东湖

之畔走出的新四军女英雄，平湖市

委、市政府决定建造一尊全身铜

像，供后人瞻仰。2007年 10月 12
日，施奇烈士的铜像被安放在东湖

景区的西南角花坛的中央。

平湖市的干部、群众表示，今

天纪念施奇，就是为了珍视历史，

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更好地继承

和发扬坚忍不拔、英勇不屈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顾全大

局、先人后己的革命献身精神，继

承和发扬爱国爱乡、前赴后继的爱

国主义精神。⑥3
（据新华社）

施奇：

坚贞、圣洁而崇高的“丹娘”

施奇像 （资料照片）

随 着 2019 世 界 月 季

洲际大会日益临近，各项

筹备工作快马加鞭，有序

推进。

右图：施工人员精心

打造各色月季岛

下图：月季大道建设

已具雏形 ⑥1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