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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亚鑫通讯员庞卫东
前 杨德瑞）“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民兵连

连夜设置卡口，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

度，还逐人逐户进行摸底排查，特别是中

高风险地区来的人员，绝不漏掉一人。”8

月12日，长垣市南蒲街道甄庄村党支部

书记甄国平说。

疫情发生后，甄庄村第一时间召开

紧急动员会议、及时部署并落到实处，在

村党支部书记甄国平的带领下，甄庄村

先后成立疫情防控民兵应急小分队和夜

间巡逻小分队，村内日夜不断巡逻，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村（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

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

线。甄庄村民兵连志愿者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在村口设置防控卡点，测

量体温、登记出入人员信息、防控宣传

等，始终坚守在防控一线。

走街串巷，当好疫情“护航员”。甄

庄村民兵连志愿者除了防控巡逻外，还

积极入户走访，加强疫情预防教育，增强

广大群众卫生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劝

导群众落实疫情预防措施。

“平时打扫卫生、街道整理等不少都

是民兵干的，疫情期间更加积极，经常半

夜还在执行任务，感谢他们！”甄庄村村

民甄其茂说。

□本报记者马丙宇

8月14日，星期六，传统七夕节，下午

五点半，在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南大门

处，村妇女主任张延虹带着志愿者正在防

疫点上值班，进村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

不时提醒村民规范佩戴口罩，秩序井然。

同一时间，在该村村委会的便民服

务中心里，南李庄村党支部副书记王萌

毅和村干部董文洁、连波等正在总结核

酸检测的优化流程和人力配置。

“近段时间，南李庄村先防涝再抗

疫，全村党员干部及群众为保卫家园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汗水，特别是涝疫双

‘考’中的青年干部和志愿者，成为一道

比贡献、敢担当的风景线。”南李庄村村

委会副主任段继富说。

35岁的董文洁是今年当选的村委

委员，她在7月21日晚的暴雨抢险中早

早就来到了现场，组织人力、装沙袋等，

沙袋太重扛不动，董文洁就用双手拖着

走，淋湿的头发挡住了双眼，用泥手捋

一下继续干。

涝灾过后是疫情，董文洁仍然坚守

在一线。“主要是不透风闷得慌，也不敢

喝水，怕上厕所。看着志愿者和群众的

支持，再苦再累也值得。”董文洁说。

青年党员干部冲在一线的干劲鼓

舞着全村年轻人。退伍军人申建辉说，

看到险情，本能地想贡献自己的绵薄之

力，参加这样的战斗，就是我们青年人

成长的最好方式。

南李庄村的青年力量到辉县市最

危险的地方，到新乡市最需要人力的地

方，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和风采。

南李庄村的小伙儿赵子恒和王凯、

申佳晟、申靖麒、王翔每天要奔赴辉县

市各个仓库去搬运救灾物资，有时候这

个仓库搬完了，就自己找下一个地方继

续搬，他们说：“自己家乡有难，就是要

我们自己来保护，我们不觉得累。”

南李庄村青年王光宇在7月26日

了解到卫辉市所有受灾人员都在往外

撤离，急需被褥,他立刻联系到1000条

乳胶棉被和 1000 条乳胶席，及价值

2000元的米、面、油、蔬菜和日用品送往

安置点。王光宇说：“尽自己最大的能

力为受灾群众干点事，就那么简单。”

“南李庄青年在抗涝防疫中表现出

彩，成为一支建设南李庄、服务群众的

生力军。”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

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

人民的殷切期望。下一步，南李庄村

‘两委’要加强对青年的理想信念和道

德修养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支持他们

干事创业，真正让青春在南李庄发展中

绽放绚丽之花。”

□本报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段永强石志莹

“辉县挺住，辉县加油！”七月下

旬，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辉县市受灾

的视频刷屏了。来自全国的救援队

来了，救灾物资来了，汇聚正能量的

爱心人士来了，除了这些暖暖的场景

外，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活跃在共城

大地，更是给了人们巨大的力量和必

胜的信心，辉县市义工志愿者就是那

其中的一抹红。

卢新河是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

务中心秘书长，更是辉县义工的一面

旗帜，在防汛抢险救灾的紧急关头，

作为“中国好人”的他，带领辉县市义

工志愿者们闻“汛”而动，风雨逆行，

冲锋在城区防汛救灾第一线。据不

完全统计，防汛救灾期间，他组织志

愿者2万余人次，服务群众超10万人

次，接收救灾物资200余车，价值约

1000万元。他以实际行动书写着一

个又一个感人的“志愿红”故事。

让党旗飘扬在每一个角落

“7·19”暴雨致辉县市多处山洪

暴发，深夜12点，刚刚忙完志愿者活

动，准备休息的卢新河突然接到紧急

任务，他迅速成立辉县市义工防汛抢

险救灾小组，第一时间带领党员干部

奔赴城区抗洪抢险一线，协助政府做

好排查隐患、防范宣传、人员劝离、处

置险情等工作，充实一线防汛力量。

作为一名“60后”的老同志，卢新河身

先士卒，不惧危险，日夜坚守，泥巴沾

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熬得红肿的

眼，磨出血泡的脚。

让志愿红扎根在大街小巷

卢新河说：“突发事件就是命

令。365天，无论春夏秋冬，还是白天

黑夜，手机24小时待机，随时奉献就

是我们的常态。干活不论份儿，加班

不论点儿，肩上扛着道义，那是我们

志愿者的精神。”

哪里有危险就冲到哪里去，哪里

有需要就出现在哪里。据了解，辉县

市义工志愿者在该市文昌广场、行政

服务中心等救灾物资仓库接收点，组

织装卸来自全国各地爱心人士捐赠

的救灾物资，在义工志愿者的影响

下，每天有上千名辉县市群众自发参

与装卸救灾物资。

参加防汛救灾的不少志愿者表

示，他们的名额是“抢来”的。原来，辉

县市义工志愿者建了装卸救灾物资的

微信群，根据辉县市防汛救灾工作需

要，来确定志愿服务的人数、时间，但

是由于各个防汛点需求人数有限，群

里发布的志愿名额基本上都是“秒

空”。

让爱心红温暖辉县每一寸土地

“卢队长，非常感谢咱辉县义工

志愿者日日夜夜为我们保驾护航，

这是我刚做好的饺子，送给咱辛苦

的志愿者们！”7月23日，忙碌到凌

晨的卢新河正在该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接收点搬运着救灾物资，在

附近住的张大娘专门端着一碗热气

腾腾的饺子送了过来。“看着你吃，

不许放一边，你现在不吃完俺就不

走。”大娘用命令的语气对他说道，

卢新河瞬间泪目。

自抗洪防汛开展以来，卢新河积

极协调全国各地的救灾物资，苏州慈

善基金会筹集善款200多万元、驻马

店遂平县捐赠救灾物资6大卡车、江

苏高邮市红星志愿者协会为受灾群

众捐款298415元、河北衡水爱心企

业捐赠8大卡车爱心物资等。

卢新河说：“我们对这份事业爱

得深沉。”义工志愿者之路虽然面临

很多困难，但源于最初对志愿工作的

热爱，卢新河和辉县市志愿者们依然

在继续前行。

□本报记者刘亚鑫

8月3日上午，随着辉县市吴村镇

二中集中安置点里的最后一名群众撤

离，该安置点在完成特大洪灾安置服

务群众上千名的使命后，正式关闭。

7月 21日，吴村镇遭遇特大洪

灾，境内峪河南支、北支、纸坊沟河、

西大沙河同时发水，上游水库集中泄

洪，吴村镇多地被淹，镇政府所在地

被淹后，机关干部安全撤离至鲁庄

村，随后，镇党委安排大巴车转移安

置了小庄村群众。

未待休整，得知落安营村西大堤

外水位较高，情况危急，该镇党委书

记王志强果断下令，镇领导班子、机

关干部奔赴落安营村。22日凌晨，静

寂的落安营村响起了一声又一声紧

急广播，要求群众立即在村委会门口

集中乘坐大巴转移至吴村镇二中。

为了快速转移群众，镇村干部开

始逐户通知，一些群众不理解，说：

“活了一辈子了，什么水没见过，这次

也不要紧。”但考虑到大堤外水位实

在太高，情况不容乐观，镇村干部通

过反复做群众思想工作，群众开始大

规模撤离。水位在上涨，大巴无法开

动，铲车便一辆接一辆地向吴村镇二

中转移群众，为确保转移过程中万无

一失，绝对安全，每辆铲车上都有镇

村干部押车。

中午12点，水位急剧上涨，落安

营村、新落营村绝大部分群众已安全

转移至集中安置点。据测量，下午被

淹的村庄内最深水位已达2.5米。

马不停蹄，人不卸甲，四天三夜

无眠，吴村镇党委、政府又先后组织

三王庄村、南常务村、西常务村、东常

务村、张王寨村、王范村等村的群众

转移，共转移群众15000余名，转移

群众大部分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自

行安置，此外，在该镇设立的6个集中

安置点里，共安置群众2000余名，其

中吴村镇二中安置点的规模最大，承

载人数最多，共安置群众1200余名，

涉及10个受淹村。

面对灾情，王志强要求，领导班

子成员要下沉到安置点，主动服务；

机关干部要到安置点主动对接；吴村

镇二中要提供住宿、餐饮等；派出所

民警要现场值勤；卫生院要安排驻点

医生为群众看病；相关村干部每天都

要安排村干部24小时在岗服务群众，

装卸救灾物资。

自7月21日开始安置群众以来，

吴村镇的各个安置点里每天早中晚

餐均按时提供，有热腾腾的稀饭、白

花花的蒸馍、香喷喷的大米饭，荤素

搭配。各安置点里装有直饮水机，能

提供干净卫生的开水温水；有水冲式

卫生间；有干净舒适的宿舍；有悦耳

的音乐；有免费理发服务；有热闹的

操场；有孩子们最爱的图书室；有专

业的医生、免费的核酸检测，确保安

置群众生活衣食无忧。

自受灾安置点设立以来，辉县市

委书记刘军伟等领导先后到吴村镇

二中集中安置点指导工作。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清富吃住在安置点

指导安排工作。市纪委、市委宣传部

向安置点派遣驻点干部。市教育局

全力支持安置点正常运行。

每天晚上，吴村镇党委班子成

员、10个村党支部书记、管理区主任、

包村干部、吴村镇二中负责人等都要

开碰头会，分析研究受淹村恢复重

建、安置点群众生活情况，统计安置

点生活群众流动信息。

吴村镇二中教师主动放弃暑假

休息，到安置点开展志愿服务，52名

从吴村镇二中毕业的大学生主动到

校开展志愿服务，吴村镇二中安置点

附近的驾校、群众等也热心帮忙，志

愿者主动为群众打饭维持秩序、清扫

垃圾、搀扶老人、免费理发等，这一幕

幕互帮互助的场景，谱写了一曲曲守

望相助的赞歌。

随着水位逐步下降，部分群众开

始主动撤离，白天回家重建家园，晚

上在安置点休息。

吴村镇党委号召，安置点群众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积极回家开展

自救，清理垃圾、打扫庭院、排涝排

污、补植补种。

在安置点运行期间，大量社会援

助物资运抵安置点，所有物资都能够

及时分发到位，急群众之需。同时，

安置点每天坚持两次消毒，从而确保

卫生安全。

王志强对吴村镇二中教职工在安

置点运行期间提供的优良服务表示感

谢，他勉励大学生志愿者，要在大学好

好学习，将在安置点服务群众的过程

当成终生难忘的一次经历，把在安置

点志愿服务的历练收获，转化到崭新

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去，走到外面，要

发扬吴村人优良的传统、风气，为社

会、为人民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娟梁栋

“有帮扶队在，我们心里踏实多

了。”这句话道出了灾后卫辉市群众

的心声。8月11日，新乡市委市政府

下派的58支帮扶工作队，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正在尽力帮助卫辉市全速

推进灾后重建工作。

上乐村镇东板桥村是卫辉市海拔

最低的区域，此次受灾情影响特别严

重。新乡市交通运输局帮扶工作队来

到村里后，立即行动，除了其他一些常

规性的重建工作外，帮扶工作队把排水

作为解决群众问题的头等大事。

帮扶工作队调来挖掘机，把两条

农村公路挖开一条沟，让村东边的水

流向长虹渠，并在沟上铺了两层钢

板，既能排水，又不影响交通。村西

的积水更多，要想排水，必须经过村

内规划的一条水渠，为了及时排水，

帮扶队员说服占据水渠位置的每户

村民，在路中间挖出一条长约1000

米的水渠。

“有帮扶队在，我们心里踏实多

了。”这句话是老百姓的真心话。上乐

村镇西沿村处在共渠与卫河之间，洪水

灾害很重。新乡医学院帮扶队到来后，

先把横七竖八倒在电线上、路中间的树

砍伐掉，把村中的道路打通，再找来一

台发电机组，让群众先用上电。为了让

群众早一天吃上放心水，他们立即买来

一台新水泵，先抽水洗井，两天后，群众

就吃上了放心安全水。

“有帮扶队在，我们心里踏实多

了。”这是卫辉市老百姓对帮扶工作

队最好的褒奖。提起新乡市民政局

帮扶工作队，上乐村镇北辛庄村的老

党员赵臣生十分感激地说：“帮扶队

这几天一刻也没停过，路不通，伐树

开路，电不通，协调架设电线，没吃

的，他们三次为村民送来食品等物

资，啥都替我们想到了。”

“有帮扶队在，我们心里踏实多

了。”这句话诠释了帮扶队就是村民

灾后坚实的后盾。在琉璃堂村，全部

庄稼被淹，颗粒无收。为使农民减少

受灾损失，新乡农科院帮扶队发挥专

长，鼓励农民生产自救，把自己研发

的小包头大白菜早熟品种“新早58”

推荐给村民，他们为村民无偿提供种

子，无偿提供技术服务。经过动员，

第一批村民共上报了一百多亩需要

种植的土地。第一块地也于8月11

日下午开播下种。

封丘县李庄镇

精心筑巢引凤来 招商引资促发展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长垣市
防疫责任在肩
民兵冲锋在前

为了使核酸检测不落一人，8月12日，延津县医护人员为行动不便的

老人上门做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刘亚鑫通讯员崔兴辉摄

乡村振兴的南李庄故事乡村振兴的南李庄故事 2020

涝疫双“考”的青年担当

辉县市吴村镇 细致入微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志愿者卢新河 绽放在防汛一线的一抹红

“有帮扶队在，我们心里踏实多了”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志超
焦耀）近年来，封丘县李庄镇依托黄河滩区

搬迁项目，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的要求，大力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2017年~2020年的4年时间里，该镇

财政收入从885万元增长至3330万元，翻

了近4倍。其中工业税收从几乎为零一跃

升至1365万元，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改

善。今年工业税收有望达到3000万元。

曾经交通区位闭塞，经济发展水平不

高的李庄镇，在4年间从一穷二白的传统农

业乡镇向新型工业强镇迈进，实现了从财

政收入穷镇向财政收入大镇的华丽转变。

做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是发展经济兴

镇富民的根本，李庄镇党委、政府乃至全镇

干部群众达成了这一共识。围绕镇域拿规

划，围绕规划立项目，围绕项目抓招商，坚

持一把手亲自抓，专业人员专职管，不管日

常工作多忙，镇党委书记、镇长和相关工作

人员都坚持外出招商，2020年外出招商

50余次，成功引进10家企业，成效明显。

破解“筑巢引凤”“致富修路”难题

李庄镇依托滩区迁建政策，规划3000

亩的李庄镇铜瓦厢产业园，现有的33栋标

准化厂房全部实现企业入驻使用，投产企

业13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亿元，安置

就业1800余人。近年来，李庄镇通过封曹

路东延贯通至主镇区，使全镇交通条件得

到极大改善。

李庄镇负责人表示，全镇重在营造尊

商、引商、留商、便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

境，还通过打造一支作风过硬、敢于拼搏、

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干部队伍，保障企业

迅速签约落地，5个月完成了7家企业从签

约到投产，展现了“李庄速度”；通过打活乡

情牌、亲情牌、友情牌、真情牌，巧借乡贤作

用，用真情感召李庄籍人才回归，将在外

“李庄人经济”转化为本地“李庄经济”。

创新让李庄镇走上发展“快车道”

该镇成立铜瓦厢产业园区办公室，对

企业手续办理等事项实行帮办、代办，为企

业协调金融贷款。对企业做到有事即办、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无事不扰，高效率、低

成本的营商环境，能够让企业家干得开心；

为了严惩“三乱”行为，李庄镇对讹诈和干

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实行

“零容忍”，让企业家干得安心；出台一系列

优惠政策，让企业家干得顺心；镇区环境优

美、民风淳朴、各种服务设施齐全，让企业

家在李庄镇干得舒心。

为达到集约用地的目的，该镇对入驻

企业采取只出租不出让的方式进行租用，

全部入驻政府标准化厂房，按照“一企一

议”原则，避免了一些地方企业盲目圈地。

在产业项目选择上，以亿德隆为代表的劳

动密集型企业和以天宏重工为代表的技术

密集型企业协同发展，既解决了滩区搬迁

劳动力就业富民问题，又解决了财政增收

问题。

创新激励机制。该镇出台了招商引资

激励机制，指标量化。对于村里引进的项

目，出台政策将该项目年纳税额的50%用

于奖励村集体，从而激发了各村的积极性，

既发展了产业，又壮大了集体经济。对于

在外成功人士返乡创业的，年纳税额的

10%用于该村的公益事业建设，给予企业

负责人荣誉感。

创新工作方式。突出以商招商、亲情

招商，培育了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加工、

环卫设备、服装加工、食品深加工等主导产

业，闯出了三产融合发展新天地。从服务

好小微企业开始，李庄镇一步步把亿德隆

从年产值不到1000万元的“小作坊”培育

成超亿元的产业龙头，带动天宏重工等“大

块头”企业纷纷入驻。

李庄镇负责人表示，如今招商已由传

统的政策招商转变为环境招商。招商引资

更需要因地制宜，选准适合本地实际、能突

出特色、发挥当地优势、能补链延链的项

目。近年来，李庄镇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亲

情招商、小分队招商，提高招商的精准度和

成功率，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批”的连锁

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