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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 鹏
亮）“感谢镇里给我们学校
提供这么多优秀读物，我
们读书挑选的范围更大
了！”12月14日，民权县人
和镇黄集学校五年级学生
赵紫妍高兴地说。这是该
县开展农家书屋进校园后
给孩子们带来的喜悦。

据悉，为倡导全民阅
读风尚，满足中小学学生
多读书、读好书的需求，
民权县人和镇整合农村文
化资源，把农家书屋搬进
中小学校园，与学校图书
室融合管理，提高了农村
文化书屋的使用效率，使
全民读书的习惯蔚然成风。

“今年 6 月份，农家书
屋搬到小学后，经过重新
装修，焕然一新，宽敞明
净。我们还特意增加了儿
童读物，给孩子们更大的
选读空间。”人和镇中心校
长李付刚介绍说。

眼下，在人和镇的中
小学校园里，农家书屋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
这里，学生们利用课余时
间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籍，尽情享受读书带来的
乐趣，在读书实践中陶冶
情操、获取真知，校园里
到处飘洒着更加浓郁的墨
香。

“推行农家书屋进校园，既方便了农民借阅，
又为学生提供一个汲取知识的平台，真正实现了文
化资源共享，大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也促
进了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人和镇党委宣传委员
李哲说，“农家书屋已成为农村传播先进文化的前
沿阵地、提高青年农民素质的新型学校、了解致富
信息的明亮窗口、密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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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房芳芳） 12月15日，看着源
源不断流出的井水，民权县花园乡刘庄村村民王先生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他说：“俺的揪心事办好了，真得谢谢咱县的 12345政
务服务热线，要不然俺家的洋葱都旱死了！”

自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民
权县12345政务服务热线始终牢记使命，以群众利益为大，把责
任扛在肩上，把群众事记在心上，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

王先生是刘庄村的承包大户，在刘庄村拥有 300多亩土地，
半月前栽种了洋葱苗，但因为附近机井一直没有通电，洋葱苗因
没有及时浇水保湿即将干旱致死。在一筹莫展之际，王先生抱着
试试的心态拨通了民权县12345政务服务热线求助。

群众利益无小事。接到电话后，热线办工作人员将工单派发
花园乡政府核实处理。乡政府立即安排乡水电护理员进行调查，
经核实，机井没通电是因为地下地埋线损坏导致，但因该处属于
高标准农田，相关机井事项应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处理。热线工
作人员随即与县农业农村局取得联系，告知详细情况。

12月 13日上午，该县农业农村局安排技术维修人员到达花
园乡刘庄村，立即安排施工单位对机井进行维修。当天下午，王
先生家洋葱苗就尽享甘露。

民权12345政务服务热线：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宇琦）“《民法
典》和咱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如何处理相邻
权、夫妻离婚冷静期等这里面都有，都是有法可依的。”
12月15日，民权县伯党乡司法所所长单勤建在翟庄村给
村民宣讲《民法典》有关内容。

“连日来，伯党乡组织开展了以‘法治文化进农家，
法治教育润无声’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动，紧紧围绕服
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政府创建，针对农民群众法
治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托乡村农家书屋和法治文
化广场等基层宣传阵地，深入开展《民法典》和涉农法
律法规宣传教育。”该乡党委副书记齐俊香说。

近年来，该乡通过举办法律大讲堂等，向大家讲解

法治相关知识，提高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从而运用法
治方式解决遇到的涉法难题。

“村里到处都贴了法治宣传画、法律条文，抬头低头
都可以看到，随时都可以学。有不懂的还可以到农家书
屋去翻书，法律法规写得明明白白，遇到问题一条一条
地对着扳，依法办事，秉公处理，大家都服气，村民也
不担心村干部偏向哪一个。”商丘日报社驻伯党乡翟庄村
第一书记常国强说。

“我们乡紧紧围绕党建统领这一核心，全面整合乡村
干部、乡贤人士、帮扶队员三支队伍力量，充分发挥德
治、法治、自治融合作用，让法治为群众生活带来更多
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该乡党委书记张翼说。

伯党乡：

法治文化进农家入民心

“俺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做了应该
做的事情，党组织却给俺这么大的荣誉。
俺决心这一辈子把地道保护好、看护
好。”前不久，2021 年度河南省文明委

“乡村光荣榜”系列人物发布，民权县北
关镇李馆村村民赵庆民入选“好党员”名
单。12月 15日，当记者采访他时，他平
静地说出了这句话。

孟冬时节，在落叶大树的映衬下，李
馆地道抗日旧址更显得肃穆庄严。赵庆民
正在打扫卫生，这是他的一项日常工作。

“我看守地道不图啥，就是让更多人
来此参观拜谒，让更多的人了解李馆地道
的革命斗争历史，接受红色教育。”赵庆
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今年 56岁的赵庆民 2019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7 年前秉承父亲遗志，坚守承
诺，义务看守李馆地道抗日旧址这块红色
基地，后被授予“中国好人”“河南省道
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他向我们讲起了父亲赵松武的往事：
1944年年初，年仅 14岁的赵松武就参军
入伍，打过日本鬼子，还参加了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他的老上司、老战友杨朝
起烈士于1948年7月26日夜遭国民党顽匪

张盛泰部突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34
岁。杨朝起烈士墓就建在了这段地道旁。

赵庆民说，父亲1948年7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3年复员回家，当过村里的生
产队长。1990年，由于地道及烈士墓年久
失修、损坏严重，父亲找到村党支部，做
出了一个大胆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承诺：

“那地方没人看管怎么成？俺要跟烈士做
伴去。守在他身边，俺心里踏实。”为了
这句承诺，父亲在烈士墓旁建了一间简易
的小房子，背起铺盖搬了进去。这一守，
就是20多年。

赵松武老人前几年去世后，赵庆民从
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在这里住了下
来。“父亲是老党员，他在这默默坚守了
27年，日子过得清苦而又平淡。我作为继
承人，也要保证看护好这一段地道旧址，
要让子孙后代记住这段历史。我入党是想
向先烈学习，更好地服务群众，也让党徽
一直闪耀在这里。”赵庆民道出了心声。

在李馆地道抗日旧址陈列室内，赵庆
民指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说：“这是
今年 5月份修地道的时候发现的手榴弹，
锈成这个样子了。”在修缮维护地道时，
赵庆民不时会发现掩埋在地下的一些“老
物件”，他将挖出的旧物擦拭干净，仔细
保存在陈列室内。“年轻人不知道革命时
期的艰辛和牺牲，这些东西都是历史的见
证。李馆地道是革命胜地，要充分利用好

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告诉下一代现在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孩子们把李馆的红
色基因传承下去。”

李馆地道旧址作为商丘市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都迎来很多青少年的拜谒。为了更好

传承李馆地道的光荣历史、将脚下的红色
故事传播出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年
过半百的赵庆民又重新拿起书本，从书中
了解相关的历史记载。他还多次询问村内
曾参战的老人，将他们抗战的故事记录下
来，讲给更多人听。“哪件物品、哪段地
道、哪个地道口的历史，我都牢记于心。
把这些讲给更多的年轻人，激励更多青少
年牢记历史、勤奋学习。”

在赵庆民的努力和提议下，北关镇政
府已经将修建李馆地道抗日旧址纪念馆事
宜列入了工作日程，设计方案已经出炉；
连接地道旧址与 211 省道的公路也已修
通。省内以及山东、河北等地的越来越多
的群众到此参观，缅怀先烈，重温历史。

采访结束，记者看到，挥手告别的赵
庆民像这里的松柏一样，以挺拔的身姿守
卫着地道和先烈的墓碑。

坚 守 红 色 基 地 的 一 棵 松
——记入选省“乡村光荣榜”的好党员赵庆民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韩 茜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自力）“以前村里
污水横流、鸡鸭乱飞、杂物乱堆，环境很差。现在俺村
啥都有了，环境一点儿都不比城里差！”12月 15日，民
权县花园乡朱庄村村民张红英对村里的变化深有感触。

走进花园乡朱庄村看到：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一排
排错落有致的二层楼房矗立其间，一个个小花园、小菜
园把村庄点缀得分外美丽。转入农家小院内，整洁的庭
院、明亮的厅堂、干净的卫生间，让人耳目一新、流连
忘返。

“经过整治，村里村外、家家户户旧貌换新颜。”该
村党总支书记朱保国说。

朱庄村的美丽嬗变，是花园乡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的
一个缩影。

该县副县长、花园乡党委书记张方杰介绍，为优化
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提升卫生综合治理效能，今年以
来，该乡党委以“清洁家园 美丽民权”环境卫生整治
活动为目标，进一步深化党员网格化管理，动员全乡

110名农村党员群众起模范带头作用，当好“三大员”，
即“宣传员”“保洁员”“服务员”，不断增强群众幸福
感和获得感。

“大叔，现在村庄这么漂亮，你家的生活垃圾不能
乱扔呀，门口的杂物要堆放整齐。”12月 13日，朱庄村
二组网格员朱红生到自己联系的群众家中宣传全乡开展

“美丽家园 清洁民权”人居环境整治的意义，并到房前
屋后查看环境卫生，提醒不要乱扔乱放、乱搭乱建。

“好，我立马清理。”二组村民曹大叔听从了网格员
的劝说，很快清理了自家的柴堆。

该乡乡长杨德志说，农村党员当好服务员，让网格
管理更科学。该乡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网格化
管理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全乡分成 17个一级网
格、48个二级网格，让服务能力较强的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农村致富带头人、老干部等担任网格员，并为网
格员印制连心卡、配发工具包，实现服务群众全覆盖。

花园乡：

党员当好“三大员”人居环境换新颜

“大娘，您早上吃的什么饭？还坚持早起锻炼吗？”12月15
日上午，阳光明媚，民权县龙塘镇黄庄村村民马培良家的小院里
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前来慰问的该镇镇长刘相伟正和106岁的

“老寿星”马奶奶亲切地拉家常、嘘寒问暖。
马奶奶原名王玉真，是村里唯一的百岁老人，也是全镇年龄

最高的老人。马奶奶为人热情，与邻里相处和睦，后辈人都喊她
“老寿星”。

“大娘，我是代表镇党委、镇政府来看望您老人家的。您身
体还好吧？”“好！好！感谢领导来看俺，共产党真好啊！”老人
心情激动地回答。

“听说媳妇、儿孙都很孝顺您。”“几个孩子都很孝顺。大媳
妇桂兰天天像闺女一样伺候着我，拉着去串超市、去医院打针，
待俺比亲娘还亲！”

“婆婆喜欢吃素食，不喜欢吃肉。她想吃啥俺就给她买啥，
让她开开心心再多活几年。”徐桂兰欣喜说。

老人爱锻炼，坚持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推着助力车在村头大
路散步，有时走一二里路。”村支部书记黄占江在一旁搭话说。

“俺娘一生爱帮助人、爱劳动，前些天还帮邻居黄秀臣家摘
两天花生果。”儿子马培良说，母亲能活到一百多岁，一是党的
政策好，二是她爱劳动、爱锻炼，三是心态好，不计较小事。

“眼下党的政策好得很！人老了，还月月发钱。千年万年也
没有这样好的政策呀。要不是党的政策好，俺骨头早就变成灰土
了！”“老寿星”忆起往事、话起党恩，显得格外激动。

“大娘，您知道您一月能领多少钱不？”“俺每月能领 500
块钱！”说着，老人从衣兜里掏出了昨天刚领的一沓钱，向镇长
和村支书“炫耀”起来，红润的脸上洋溢着美好生活的幸福感。

温暖送给百岁“老寿星”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黄少华 赵艳美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底兴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民权县南华街道办事处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各村（居委
会）开展督导助学，通过读原文、上党课等形式，让党员干部思
想得到升华。

“我们采取党组织讲理论、讲故事、讲体会、讲实际‘四讲’
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上来。我们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坚决完成今年的既定目标。”办事处干部袁业勇指导戚
店村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时说。

记者了解到，他们还结合省、市、县党代会精神，学习当前
《清洁家园 美丽乡村》工作实施方案，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发挥示
范作用，以学促行、以行践学、以学促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

“为解决好工学矛盾，我们办事处坚持集中夜学和自学相结
合，‘自由动作’和‘规定动作’相互促进。夜学成为大家相互
分享、学习交流、共同促进的有效载体，增强学习教育的生动
性、吸引力，以期达到聚人心、促发展的目的。”该办事处党建
负责人李庆明说。

南华街道办事处：

创新党员干部“充电”模式

朱庄村村民带孩子在村里的特色文化墙边玩耍。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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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民在李馆地道入口处打扫卫生。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我为群众办实事

简讯快报

12月15日，民权县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县关工委到鲲鹏学校
捐赠红色书籍300余册，此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党史、国史教育，
引导青少年从小学党史、知党情、感党恩起到了良好效果。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