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林州桃花谷

（外一首）

□

李成君

层峦耸树巅，红叶秀人间。

径曲十八转，君醉石板岩。

情生九连瀑，梦接桃花仙。

太行大峡谷，林虑小洞天。

学院早行

三源湖上行，长城亭边观。

晨读尽慧女，早练皆智男。

就业创特色，教育有六环。

巡看新高职，逐鹿我为先。

磨平身上的刺儿

□

何红雨

最近， 我发现自己安静多

了， 心态也变得平和了。 以前，

发现老公乱丢东西时， 就会数

落他。 而每每他也会不耐烦地

嘟囔 ， 最后两个人都不相让 ，

引发一场家庭战争， 或是口舌

之争。

可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发现自己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喜欢唠叨的女

人了 ， 我变得可以包容许多 ，

可以用非常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许多事情， 再也不会为了鸡毛

蒜皮的事情唠叨个没完没了 。

而我也发觉， 老公其实也在改

变， 他也变得温和起来， 喜欢

微笑着对我说话。 从不喜欢做

家务的他， 在周末的日子也渐

渐学着做家务了。 拖地、 擦窗

户、 洗衣服， 甚至于做饭， 他

都在尝试着做了。

虽然， 他做得还不够熟练，

也依然笨手笨脚， 可是我的心里

却是喜滋滋的。 我们的口舌之争

渐渐没有了， 家庭重又归于和

谐、 平静。 而我， 也总是享受着

这份和谐与平静带给我的快乐、

满足和幸福。

周末， 我不再如以前那样

一整天都忙于家务。 我可以坐

在阳台的圆桌前慢慢地品一壶

茶， 也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听自

己喜欢的音乐 。 早春的午后 ，

我会在卧室的床上晒太阳， 看

窗外那盆长势极好的吊兰， 看

它将长长的枝蔓伸展下来。 秋

天的傍晚， 我或许会站在书房

的窗前看远处的万家灯火， 看

这 个 城 市 霓 虹 闪 烁 的 美 丽 景

象 。

他 ， 再 也 不 冲 我 发 脾 气 ，

不像以前那样说我不该这样不

该那样。 他， 好像也改变了不

少 。

清秋的傍晚， 我约老公一起

散步。 原以为他会拒绝， 没想到

他却爽快地答应了。 一起走在环

城公园幽静的石子路上， 老公突

然主动要牵我的手。 意外中， 我

略微迟疑， 将手递给他。 一路手

牵手， 我们边散步边聊着家里家

外的事儿。

天色渐黑 ， 而我依然能够

感觉到周围那些羡慕的目光 。

老公的手依然厚实而温暖 ， 使

我有了非常安全的感觉。 虽然

许多年没有一起牵手了， 但在

突然牵手的那个瞬间 ， 心里依

然会有轻颤———我知道 ， 在平

淡的婚姻中 ， 我们依然互相牵

挂 、 互相欣赏 、 互相理解 。

“为什么你变得温和了呢？”

我轻声问他。

“越 来 越 觉 得 咱 家 最 好 ，

也越来越觉得你最好。 以前自

己 懒 散 、 任 性 其 实 都 是 不 对

的， 也许以前我们彼此有过伤

害 ， 可是， 老婆 ， 从此以后我

将会好好地呵护你 ， 不再伤害

到你……” 他回答 。

“你的刺儿不见了， 我也会

渐渐磨平身上的刺儿， 使家里变

得更温暖。” 夜色中 ， 我和老公

的手牵得更紧了。

浚县创新党员服务模式，400余支村镇党员服务队

解决问题千余件

万余名群众受惠

本报讯 “俺村的党员服务

队就是俺的主心骨， 爱人出去打

工，孩子在外上学，眼看麦子该浇

水了却没有帮手，真着急。 让俺没

想到的是， 村里的党员服务队冒

着这么冷的天， 帮助俺把家里的

十几亩麦子全浇了。 ”提起村里的

党员服务队， 浚县新镇镇长屯村

村民刘树花赞不绝口。

如何加强和改进镇村党员队

伍教育管理， 最大限度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浚县按照“志愿参

加 、无偿服务、面向群众 、讲求实

效”的原则 ，创新服务模式 ，组建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党员

志愿服务活动， 使广大党员在服

务中树立新形象、发挥新作用。

组建队伍，力求党员

服务群众“平台新”

该县根据实际工作要求和党

员分布情况， 在各镇村成立了宣

讲队 、应急队 、帮扶队 、环卫队等

服务队。 通过召开动员会、走访宣

传等形式， 向广大党员发出志愿

倡议书

5000

余份，引导党员、鼓励

入党积极分子报名。 特别是对有

威信、文化素质高、有一技之长的

党员干部、“大学生村官” 党员进

行重点动员， 鼓励他们加入志愿

服务队伍。 目前，全县共有党员志

愿者

3082

名，组建镇村“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

403

个。

创新载体，力求党员

服务群众“速度快”

该县采取分级、分类的方式，

开办党员志愿者培训班

16

期 ，提

高志愿者的服务技能、服务质量，

增强服务意识， 使他们在服务时

真热情、带感情、有能力 ，服务快

捷周到。 同时，该县还健全完善了

困难群众、 下岗党员等信息库，对

特困人员和特殊人群，采取“一对

一”或“多对一”的方式帮扶。

建立机制，力求党员

服务群众“标准高”

该县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服务

机制， 确保党员志愿服务有章可

循。 建立活动长效机制，要求乡镇

党委每月组织召开一次会议，通报

活动开展情况， 交流活动中的经

验、做法，以典型引路；每半月举行

一次集中性的主题活动，对环境整

治、社区建设、党员帮困等确定的

具体内容开展集中服务，确保活动

经常化、有效化。 建立激励考评机

制，将党员志愿者队伍建设列入基

层党建工作目标考核内容， 开展

“志愿者之星”、“优秀服务队”等评

优活动，将其作为每年评选“优秀

党员”的一项重要依据。

结合实际，力求党员

服务群众“实效好”

该县结合实际， 着眼群众需

求， 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针对性、

实效性。 在农村，重点开展政策宣

传、帮扶解困、村庄环境卫生整治

等服务；在镇区，重点开展维护稳

定、社会管理、环境卫生等服务；在

企业，重点开展政策宣传、信息和

安全生产管理等服务。目前正值冬

季， 应急队积极开展了义务巡查、

修补卫河、 共渠堤坝等服务活动；

帮扶队积极开展了慰问困难户、困

难党员，帮助他们灌溉小麦、疏通

门前房后的水道等服务活动；结合

环境整治，环卫队积极开展义务捡

拾垃圾、清扫路面等服务活动。 截

至目前，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共开展

活动

90

余次， 解决问题

1190

余件，

受惠群众

9000

余人。（寿先艳）

古人爱书

很疯狂

□

任万杰

古人爱书，用废寝忘食这

个词都无法形容出来，可以说

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些做

法虽然不可取，但是其精神还

是值得称道的。

明代藏书家毛晋，平生嗜

好藏书， 为了得到宋版古书，

在家门口张贴榜文说 ：“有以

宋本至者 ， 门内主人计页酬

钱 ，每页出二百 ，有以旧抄本

至者 ，每页出四十 ，有以时下

善本至者 ，别家出一千 ，主人

出一千二百。 ”告示一贴出，毛

家门庭若市，来卖书的人络绎

不绝，当时城中谚语说：“三百

六十行生意 ， 不如卖书于毛

氏。 ”

明代藏书家朱大韶，平时

喜爱收藏稀世古本。 有一次他

得知吴门故家藏有一部宋版

《后汉记》，朱大韶非常想得到

这部稀世珍本，于是上门愿以

万金美玉交换，屡遭拒绝。 但

朱大韶并未灰心，多次上门索

要， 主人见朱大韶缠往自己，

又得知朱大韶有一深得宠爱

的美妾，认为朱大韶断然不会

以她来换书的， 便开玩笑地

说 ：“先生若以府上美妾交换

此书尚可，除此以外，纵然金

山银山堆在我门前也不能换

走此书。 ”谁知，朱大韶一听大

喜，马上就同意了，这是典型

的不爱红颜爱书籍的代表。

宋代文学家司马光，虽整

日整夜地翻阅浏览书籍，数十

年从不中断，但书籍却完好如

新， 好像从未被翻动过一样。

他在天气晴朗之日读书时，必

须将书置于避开日光照射的

地方观看，看书前先将书案清

理干净 ，以白布垫上，然后才

翻阅 。 如果旅行途中需要看

书，以方板托上，不用手持书

阅览 ，以免污损图书，看完一

页，要轻轻用右手拇指与食指

面沿书边轻轻挟过，以免揉皱

纸张。

爱书是一种美德，需要我

们发自内心地去爱。 书籍可以

充实头脑，使我们摆脱愚昧迈

向文明，所以我们必须爱书。

浚县：项目推动大发展

本报讯 冬天的寒冷阻挡不

住跨越发展的步伐，一股股喧嚣沸

腾的项目建设热潮在黎阳大地上

勾画出一幅幅蓬勃壮美的科学发

展画卷，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气

象。

近日，全省最大的县级综合性

购物广场项目———浚县建业购物

广场建成开业； 总投资

750

万元的

浚县现代农业粮食产业类项目开

工建设；中鹤纯净粉省级工程实验

室获省发改委批复，浚县科技稳粮

战略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首

先在学，关键在做。 浚县以项目建

设为抓手，科学做，有效做，“做”出

了浚县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

发展的生动局面。

浚县产业集聚区，培育浚县工

业企业的“摇篮”。 就在最近，又一

个投资上亿元的工业项目———合

金钢汽车配件项目在浚县产业集

聚区落地建设。 今年以来，浚县就

进行了

4

次大规模的项目集中开

工 ，

57

个重大项目投资总额达到

140

亿元，项目开工数量、投资规模

均呈“井喷”式增长。一组数据有力

诠释了项目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

1

月

～11

月底， 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增加值完成近

50

亿元，同比

增长

20%

； 工业总产值完成近

217

亿元，同比增长

19.6%

；直接拉动工

业利润同比增长近

20%

；实现税金

近

3

亿元，同比增长近

7%

。

走好新型城镇化

引领这着棋

2012

年，浚县新型城镇化呈加

速发展态势，在科学规划、合理引

导、农民自愿的原则指导下，以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为抓手，该县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推

进工程启动，围绕中心城区，以小

城镇为依托，全县

14

个新型农村社

区项目开工建设，涉及全县

54

个行

政村近

10

万人，总投资规模达

83

亿

元。 专家估算，

14

个新型农村社区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为全县节约土

地

2

万亩。中鹤新城、新镇镇新丰新

区、屯子镇昌盛佳苑、小河镇美景

丽城、卫贤镇卫都丽景……一座座

新型农村社区正在成为浚县新的

生产要素汇集点， 人才人口聚集

地。 在项目建设推动下，一个以县

城为核心，以小城镇为依托，以新

型农村社区为支点的新型城镇化

体系正在逐渐成型。在中鹤新城社

区， 部分农民彻底告别了小院落，

住进了新楼房。 中鹤社区学校、便

民服务中心、水厂及中鹤大道等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陆续投入使用。 据统计，该县在建

的

14

个新型农村社区项目中，已有

53

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

目开工建设，

20

个项目顺利竣工并

投入使用。

项目是推动工作的

主抓手

以项目建设为主抓手，该县重

点民生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取得显著成效，跨年度建设的

12

个安居工程项目主体全部竣工，

顺利完成省市下达的保障房建设

实物工程量。 今年新建的

3

个安居

工程项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

成投资过半。 以项目建设为主抓

手，该县

28

个乡道建设项目超计划

完成既定任务，超计划完成乡道建

设里程

20

余公里，超计划完成项目

投资

1300

万元。以项目建设为主抓

手，该县农业大镇新镇镇新型现代

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 总投资

2.5

亿元的万亩有机葡萄生态观光园

项目探索构建的万亩有机葡萄基

地、观光采摘园、休闲垂钓场、葡萄

酒厂及餐饮住宿中心多元化、链条

式农业发展模式正在成为浚县现

代农业的新亮点。 项目推动大发

展，当前，浚县一项项工作都是一

个个具体的项目，该县在每个项目

的策划、运筹、调度、落实中正以只

争朝夕的劲头推动着浚县朝着“三

化” 协调科学发展的方向阔步前

行。

（王文书）

简 讯

●12

月

18

日，浚县召开第五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浚

县区域活动动员会，对文化节承担的各项任务进行安排部

署和动员。 据悉，本届文化节主题为“赏中原民俗，逛千年

庙会，游历史文化名城”，浚县区域活动时间从

2013

年

2

月

10

日起至

3

月

13

日止， 其间将组织策划首届中原社火表演

大赛、民间祈福纳祥法会、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暨绝

活绝技表演等

12

项活动。 （王朝青）

为创造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12月20日，浚县启动迎双节冬季安全大检查活动，对全县安全隐患进行

彻底排查整治。 图为安检、消防、公安等部门执法人员联合对超市进行集中安全大检查。 王文书 摄

入冬以来，浚县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推行居民社区、公共

场所“三色预警、分级管控”新模式，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

定。 图为12月24日警务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治安防范知识宣

传单。 蒋玉河 摄

冬日赏凇景 新华 摄

母亲给我送白菜

□

乔兆军

母亲大老远的， 给我送了两

袋白菜。 我说，这东西很便宜的，

两三毛钱一斤，费那劲干吗。 母亲

白我一眼说， 自个儿种的， 没污

染，吃着放心。

记得小时候， 母亲总爱在园

子里种些白菜，施农家肥，不喷农

药。 白菜长得烂漫又任性，等长到

一定程度， 母亲就会把它的叶片

向内翻过去， 再在它的顶部压一

块土坷垃， 白菜就密密匝匝把自

己包裹起来， 长成了一朵含苞的

大花骨朵。

到了冬天， 一阵严过一阵的

寒霜， 多少娇巧的时蔬都不见了

踪影， 只有普通的白菜， 藏着阳

光，壮壮实实地立在那儿，犹如乡

下腰身丰腴的农妇， 很有精气神

儿。

遇上晴好的天气， 我会和父

亲一起去收白菜， 我们把白菜砍

倒，然后就着太阳晒一下，接着再

整担地往回运。 之后白菜就成了

农家餐桌上的当家菜， 母亲怕我

们老吃一种菜吃腻了， 就变着法

儿地摆弄这些大白菜，今天炒，明

天炖，后天溜……等白菜吃完了，

春天也就来了。

其实， 我最喜欢的是在大雪

封山之时， 围着火炉 ， 吃母亲

做的猪肉白菜炖粉条 ， 味道鲜

美， 油而不腻 ， 我们个个吃得

鼻尖冒汗 ， 酣畅淋漓 ， 于热气

腾腾中看门外大雪纷飞 ， 享受

着最简单的生活 ， 体会着最地

道的幸福。

白菜 ，清清白白 ，平平常常。

从立秋下种，到小雪后收获，秋老

虎也碰过，严霜也经过，白菜却修

炼得碧玉颜色， 脆脆爽爽。 绚烂

过，浓烈过，复归于平淡。 这滋味，

该是人生的真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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