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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正浓，绵绵春雨过后，新郑泰山
村田野地头弥漫着花和泥土的芬芳。

车行 30分钟，记者走进了毗邻郑州
市区的泰山村，只见北部千亩森林公园万
木吐绿，泰水河碧水环绕。南边果园数百
亩樱桃花刚刚落去，枝头露出嫩绿的幼
果。小楼村舍依山分布，层叠如画，主街
仿古集市，店铺林立……

1800 多口人的泰山村，本世纪初还
是省级贫困村，如今已成为省会近郊游的
热门村，也是养老休闲、会议培训、室外婚
庆的聚集地。

来到村口广场，北侧的三层建筑即村
党群服务中心楼正面墙上，党徽与“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组
织振兴”的红色大字熠熠生辉。

“当年村集体资产是零，村民居住条
件差，我在党员会上立誓，让全村搬进新
房，现在目标快要实现了。”在楼下，就听
二楼办公室传来64岁的村书记乔宗旺洪
亮的声音。

“还剩 70 户，正加紧推进。”乔宗旺
说。近年来，泰山村凭借紧邻大学南路的
区位优势，浅山丘陵的山地优势以及黄帝
会盟地的文化优势，改善村庄环境，发展
集体产业。目前有旅游、培训、物业、少儿
教育等四个产业，固定资产3亿元。

乔宗旺和记者一边走，一边看，一
边聊。

村口附近一家方城烩面馆，店主刘小
宝曾是我省著名相声演员。几年前，临近
退休的他住进村里，和朋友开了面馆，“环

境好，空气好，交通方便，比城里强。”刘小
宝说。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我们是选拔
一批、引进一批、培养一批。”乔宗旺说，吸
引人才，要靠生态环境。泰山村近年来完

成 4000 多亩荒沟绿化，栽植杂果林木
100多万株。利用荒坡沟壑，绿化造林，
疏通河道，建设近千亩森林公园。

“今年春节，泰山村景区游客达 40
万，居新郑各景区首位。”新郑市旅游部门
负责人说，泰山村曾是轩辕黄帝战败蚩尤
后，会盟诸侯之地，会盟祠、黄帝文化街等
景点，已成为黄帝文化游的重要组成。泰
山村顺势发展会议培训及少儿教育产业，
相继建成 5 家主题酒店，接待规模达
3000人。

“去年村集体产业盈利近 500万元，
全部以米面油等生活用品的形式，分给每
户村民。”乔宗旺当过十年教师，经营过房
地产，2007年回村里工作后，着手以孝治
村。 每年重阳节，村里举行盛大仪式，给
老人集体庆祝节日，其中重要一项，就是
给老人洗脚。

老乔说，村里以孝道为核心，推动
文化建设。眼下，黄帝文化、孝道文化、
会盟文化、红色文化，已成为村民的主
流文化。

“村庄发展关键在党组织，党组织关
键是带头人。”乔宗旺说，党的建设，一直
是泰山村发展各项事业的引领力量。眼
下，村里正着手选拔培养一批年轻的党员
干部，为发展储备力量，留足后劲。

用蓬勃激情描绘乡村盛景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克东
海）近日，上街区三湾社区醒目位置公示
了今年 12个党建项目，实施单位包括区
直部门和非公企业党组织19家。其中社
区安全体验馆成了全区中小学校的安全
教育课基地，每周三节课，授课老师是来
自区交巡警大队、人民医院等6家单位的
党员志愿者。

如何激发各领域党建的“外溢”效
应，以各领域党建的“自转”，促进城市基
层党建的“公转”，上街区委做了深入思
考和探索。

四级联动体系拧紧城市基层党建“动
力主轴”。区级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吸收

与城市基层党建、城市基层治理密切相关
的 17家区直有关单位组成，每月例会根
据工作需要和议题随时增加参会单位。
发挥各成员单位职能优势，以解决突出问
题为突破口，上下联动，牵引街道大工委、
社区大党委、楼院党支部等党建联建平台
高效运转。近期的区城市基层党建例会
上，2018年度百个优秀党建项目公布，表
彰示范项目和实施先进单位的同时，也让
没有在列的党组织倍感压力。

共建共治共享释放“澎湃动力”。去
年开始，上街区中心路小学党员教师下
班后，每周都会轮流到附近朝阳社区

“四点半课堂”里“上班”一小时，专业老

师免费辅导让社区居民放心。同时，社
区的戏曲文艺队也成了学校戏曲进校
园活动的主力军，字正腔圆的乡音带起
了一批小“戏迷”。上街区民办教育机
构联合党支部也通过联建平台，把一场
场精彩的文艺节目带进了社区大舞台，
此举社区丰富了居民生活、教育机构拓
宽了宣传渠道、学员们展示了才华，多
方共赢，吸引了更多单位参与。每年建
党节、国庆节自发组织的“永远跟党走、
丹心育英才”汇报演出，成了全区艺术
培训实力展示的盛宴。像这样融入城
市基层党建平台的组织越来越多，各方
都在其中获得了更广资源、更大平台、更

多机会、更好服务。
制度保障让基层党建运转更稳更

快。今年初，郑州市发布了由上街区委组
织部起草的社区党建“双报到”地方标准，
明确规范了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
到所在地基层党组织报到的工作要求。
上街区多次召开社区党建标准化工作推
进会，从试点社区向全区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铺开。党组织共建形成了一个个利益
共同体，68个党建联盟微信群信息共享，
加上周督导、月通报、季观摩、年考评的管
控机制，让各方力量互通连接、凝聚释放，
为做强街道、做优社区、做实系统、做活治
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街区城市基层党建释放“澎湃动力”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杨
建敏）12日，新密第一届密玉电商
艺术节在密玉之乡牛店镇助泉寺
村开幕。

参加会议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赵国安希望借助密玉交易市场
和电商交易平台，打造助泉寺宜
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环境；发扬工
匠精神，打造玉雕精英团队；打造
密玉品牌，让密玉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玉石之
国”的美名，古人视玉如宝，自古

有爱玉、佩玉的传统。密玉，因
产于新密市（原密县）而得名，与
和田玉、独山玉、岫玉并称为中
国“四大名玉”，又因翠绿者居多
且品质最优，称“河南翠玉”。自
古名山出美玉，密玉出产于牛店
镇助泉寺村大顶坪，是特色矿产
资源。

近年来，密玉文化产业快速
发展，雕刻经营人员遍布全国，艺
术品市场十分活跃。助泉寺密玉
交易市场的建立，必将助推密玉产
业快速发展。

首届密玉电商艺术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郑燎原）昨日，荥阳市乔楼镇孙
寨村支部为全村 63 名党员所在
家庭挂上“共产党员家庭”的牌
子。“‘共产党员家庭’牌子虽小，
但能给党员一种激励和激情，首
先带动一家人，然后感染和影响
一片人，以此正党风、正家风、正
民风，造就风清气正、激越向上的
社会风气。”孙寨村支部书记陈树
杰说。

近年来，孙寨村经济社会取
得了长足发展。“我们深深认识
到，在各个领域，在各个时期，特
别是在农村，共产党员是一面旗
帜，必须树立党员形象，强化党员
的表率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以此影响社会、带动村
民，努力搞好我们的各项工作。”
陈树杰介绍说，孙寨村支部从“抓
党建、强队伍、做表率、促发展”的
大局出发，借鉴“党员佩戴党徽上
岗”，为共产党员家庭挂牌，既可
以增强党员自身的荣誉感、自豪
感，还能增强党员的自律感、自信
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增强党

员的率先垂范意识，从而带动一
家人，继而感染和影响一片人。

孙寨村支部成员为王永襄家
庭挂上“共产党员家庭”牌子。今
年 76 岁 的 王 永 襄 已 有 45 年 党
龄，他的爱人、3个儿子和儿媳以
及女儿、女婿等都是共产党员。
退休 10余年来，王永襄把时间和
精力放在了挖掘家乡民族风情文
化上，先后主编了《乔楼镇志》和
《孙寨村志》，为家乡文化的挖掘
和传播做出了贡献。孙寨村党员
活动，王永襄从不缺席，并积极建
言献策，不遗余力地为党、为民做
些实事。“虽然如今我青春不再、
华年已逝，但我还总想着自己是
一名共产党员，即使退休，但党员
的责任绝对不能退。”王永襄对记
者说。

据了解，在共产党员家庭挂
牌后，孙寨村党支部计划分时段、
分季节地进行党建工作，争取做
到每月都有活动，让党员在组织
活动中提高自身修养，并将传统
文化与党建工作融合，在党员及
群众间形成更大影响力。

孙寨村为“共产党员家庭”挂牌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效强 任
静）4月 13日，中牟县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来
到中牟森林公园，以认种认养的方式开展植树
造林活动，齐心协力为建设森林河南和美丽中
牟再添一片新绿。

活动现场，全体领导干部认真细致地为自
己认养的树木挥锹铲土、培实新土、提桶浇水，

并现场交纳了认养费用。春风过处，一棵棵新
栽种的苗木错落有致、迎风挺立、生机盎然。

据了解，在河南省中牟森林公园项目区
内，按照工程设计方案，划定了 2000 亩林地
作为全民树木认养基地，区域内的 12000 株
树木，由社会各行业、各阶层、各群体进行认
种认养。

认养小树苗添一片新绿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黄冠兵 文/
图）种下一片绿，收获万亩春。4月 14 日，二
七区侯寨乡联合区城管局，以党员活动日为
契机，组织乡机关、城管局机关、郑西高铁沿
线村（社区）支部近 1000 名党员到高铁沿线
开展义务植树、捡拾垃圾、覆盖防尘网等志愿
服务活动。

植树现场，1000余名党员身穿红色马甲，
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挖坑种树、铲土
培实、提桶浇水，三人成组、五人成团，每道工
序都认真细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一棵棵新
栽种的树苗亭亭玉立，在明媚的春光中展现勃
勃生机。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近 2000株树

苗“安家落户”。
为推进郑西高铁沿线绿化工作，侯寨乡注

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落实一切工作到支部理
念，将党建工作与国土绿化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实行“党支部分片+党员包干”模式，干部
冲在一线，党员模范带头积极配合绿化，确保
了绿化工作有序推进。

侯寨乡负责人介绍，在党员活动日，高擎
党旗、佩戴党员徽章，通过义务植树等志愿服
务活动，向大家展示、汇报了近期国土绿化成
果。全乡将以此为契机，在全乡掀起“植绿、护
绿、爱绿”的高潮，为“三个二七”和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植绿护绿改善环境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杨柳 文/图）4月 14日上午，中原区
图书馆生活馆组织举行了“欢乐时
光 手绘风筝”活动，40名读者参加
活动绘制属于自己的风筝，感受春
天的气息。

为 了 让 孩 子 们 感 受 春 天 的
气 息 ，亲 近 大 自 然 ，活 动 中 ，中
原区图书馆工作人员以“风筝”
为切入点，通过了解风筝、彩绘
风 筝 ，让 孩 子 们 体 验 自 己 手 绘

风 筝 的 乐 趣 。 在 接 触 风 筝、了
解风筝、手绘风筝、放飞风筝的
整个过程 中 ，孩 子 们 是 活 动 的
主 体 ，绘 画 时 他 们 敢 于 尝 试 ，
利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完 成 风 筝 的
涂鸦。

本次主题活动充分激发了孩
子们的积极性，让孩子们更全面地
了解风筝的历史、制作过程、结构
特点等，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
了初步了解。

手绘春天放飞梦想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杜炎 文/图）近日，在惠济区长兴
路街道宏达路南侧，总能看到三
三两两的行人驻足观看一道“会
说话”的文化墙。一幅幅精美的
画面讲述着有关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也有新时代
的太行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等。

记者了解到，宏达路是长兴
路街道辖区的一条主干道，周边
学校、社区、商户、公共单位比较
多，人流量、车流量大。自从城市
精细化管理“路长制”活动开展以
来，宏达路的地面干净整洁了，窨
井盖也穿上新衣了，行道树会眨
巴眼睛了，现在连墙面也会说话

了。一位驻足观看的阿姨不禁感
叹：“画的真好！看看以前的革命
故事，想想现在过上的好日子，真
是不容易，不容易……”

街道负责人表示，以此次城
市道路文化提升为契机，把党建
内容，特别是革命历史故事提炼
出的一个个“中国精神”由室内移
到室外，把文化墙打造成为一个
面向市民的革命历史文化传承的
宣传载体，起到了宣传正能量、传
承红色文化的良好作用。

在和煦的春风中，青瓦白墙
继续向来来往往的行人生动地诉
说着艰苦岁月时期一个个代表着
中国精神的故事。这些中国精
神，历久弥新，像一颗火种，温暖
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青瓦白墙书写中国精神
寓教于行传承红色基因

为丰富社区居民生活，传承经典文化，昨日，二七区建中街
办事处建华社区开展水墨飘香国画公益培训课堂教学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董金玲）为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
党组织领导作用，加强对村级权
力的有效监督，昨日，惠济区大河
路街道在保合寨村召开“廉洁教
育村村行”首场活动，各村（社区）
三委成员、村民组长、廉政监督员
和部分党员、群众参加。

与会人员观看了发生在自己

身边的典型案例为素材拍摄的警
示教育片《无法回归的人生》，用
身边人、身边事警醒教育大家。
村组干部代表结合工作实际表态
发言，并让群众参与进来，对群众
反映问题现场答疑解惑，实现教、
学互动。通过案件剖析、发放学
习手册、重读入党志愿书、重温入
党誓词，唤醒党员干部廉政意识。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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