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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本没有路，人走得多了就成了

路”，儿时课本里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一

直让我记忆犹新，并时时激励着我前行，

因为自己的路总要自己走。

近段时间，村里的路也成了街头巷

尾热议的话题，因为这是驻村工作队进

驻以来，通过多方努力而推进的涉及群

众最多的一次工作，难度之大、范围之

广，也是空前的。

截至昨天下午（12月5日）村里组织

硬化村部广场、卫生室、户户通、河道及

高标准农田配套生产路总长度2300多

米。这是村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建

工程项目！其中，那条530米长、硬化面

积2120平方米的高标准农田配套生产

路硬化工程，是由汝州市农业农村局推

进实施的，今天（12月6日）下午已完工。

11月中旬，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要

领导到村里调研后，给村里捐助了15万

元资金，用于修建河道生产路，村里随即

开启了“基建模式”，村部广场一夜之间

成了“大工地”，村里的群众纷纷打听修

路计划，“书记，我们这片的路太坏了、能

不能修一下？”

比起周边的村，我们村里的路是少

很多的，尤其是户户通，因为不是贫困

村，没有政策匹配，镇政府每年度纳入市

财政的“一事一议”修路计划又总是与我

们村“擦肩而过”，门前屋后大都是沙土

泥巴路，对于门前修路，乡亲们每每是

“望眼欲穿”。实在等不及了，一些群众

就自发组织起来集资修路，成本很高的，

每平方米算下来得七八十元。

村里组织的这次修路，其实是筹划

了很久的，最早从夏季汛期就开始了，

“7·20”洪水过后，连续二三十年干涸

的荆河老河道再次形成长期流水的河

床，洪水过后的副产品——上游大水冲

积而来的泥沙沉淀下来，在老河道上形

成大量河沙，这些河沙虽然略微含土，

但还是勉强可以使用的，尤其是混合一

些优质河沙、铺设非承重路面（门前屋

后户户通）还是可以的。汛期洪水过

后，村支书就安排车辆在清理河道的同

时，也顺便清理、收集了很多河沙堆积在

河道空闲处。

给居民区修路，村里必须统一组织，

但工作量大大超出预期。村里多次开会

研究和测算之后，我组织召开了专题修路

会议，告诉村组干部和群众代表，每个居

民区修路，包括自家门前32平方米和公摊

路面20平方米，按照20厘米路面硬化厚

度、每平方米50元标准，每处宅基地累计

出资2500元，差额部分由村里兜底。

会上，大家都表示同意、没有意见，可

是会后自发交钱者寥寥无几。老王叔说：

“我们这条街路面的水，东头住宅的水往

东流、西头住宅的水往西流。”老吕说，他

们这条街中间这两家不愿意修路，一家说

是常年不在家，另一家说是手里没有钱！

门前短短70米的一条路，怎么能波浪式修

路？也不能修一段留一段吧？

我和村干部们走村入户，一个个“难

题”逐渐化解，自行出资的钱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路面“白灰线”洒下来、修路机械进

场平整路面以后，大家看到了村里修路的

决心与信心，一些工作也就顺畅多了。

但在修路的过程中，也是闹心事频

繁：这几家的路修宽了、占压了其他村民

的地了；那一家的路边树，必须挖掉，不

然过不去工程车、无法施工；这个路口拓

宽，涉及一个村组干部家里吃水管道和

门口路面；那几家修路时，偷偷把自家门

前的路基标尺抬高几厘米，这几家修路

时擅自把混凝土弄出来往自己家门口空

地上铺；更有甚者，头天晚上铺好的路，

第二天早上却被扒了一个流水沟，让人

哭笑不得……

一个星期下来，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早上和中午饭通常是一起吃。村支书和

项目负责同志，很多时候比我还辛苦，有

一天下午四点多才吃第一顿饭。有些事

情，我在现场时协调好了，可当我一转身

安排村干部去处理，当事人又变卦了，真

是不胜其扰。

乡亲们需求多，有时候想想也是正

常，因为涉及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这是

农村工作的特色。驻村工作本来就是为

乡亲们服务的，更何况居民区修路，乡亲

们也是出了钱的。

早上醒来，阳光灿烂，村里新修的路

亮闪闪的，很是壮观，似乎是我驻村以来

最美好的街景。结合本地资源，筹集外

部资金支持，村民自筹一部分，虽然工作

量大、过程复杂，但却解决了村民“出行”

大问题。

虽然个别乡亲们还是“七嘴八舌”，

但我知道，这个村的问题与工作，没有可

参照的模板，包括发展产业也是一样。

没有资金、没有项目，就自己找，一年下

来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近30万元，40个

香菇大棚建起来并产生效益了、羊场也

在紧张施工了。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庙湾村

就是与别的村不一样，虽然过去落后了，

但今天不一样了，我们必须走一条适合

自己的路，在乡村振兴的赛道上加速“强

基础、补短板”，布局新产业并实现弯道

超车，姑且叫作“庙湾模式”吧。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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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一千零一夜——第 夜

路在脚下
一 百 一 十 二

12月14日上午，连
阴数日后，天终于放晴。

汝州市陵头镇养田
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驻
村第一书记张红阳正在
指导脱贫户王腊梅填报
“雨露”计划申请，为其儿
子小薛申请国家助学金。

大门另一侧张贴的
陵头镇养田村监测对象
公告显示，2021年11月
识别的王国、何彦军等5
个家庭的帮扶责任人，均
为张红阳。

张红阳今年45岁，
2021年8月10日，经上
级党组织遴选、培训，怀
着入警时“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从汝州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来到
养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

“我当村支书多年，
像红阳这么拼的驻村干
部不多见！”养田村党支
部原书记陈永信在评价
张红阳时，满是夸赞。

张红阳指导王腊梅为儿子填报“雨露”计划申请表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毛
远恒）按照汝州市绿化委统一安排

部署，12月上旬，煤山街道、汝州

市应急管理局和气象局等单位的

300多名志愿者，在煤山街道植树

点组织开展冬季义务植树造林活

动。此次活动共栽种楸树、紫荆树

苗3000余棵。

煤山街道植树现场 毛远恒 摄

煤山街道植树忙

践行入警誓言
以初心得民心

民
警
张
红
阳

养田村地处汝州市北部山区，有4个

自然村8个村民组，486户2084人，2230

亩耕地分布在三山五岭九道沟，村民经济

收入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赴江苏、浙江、

广东等地务工。

张红阳说，因地处山区，养田村有大

面积荒坡荒山，草木旺盛，适宜发展养殖

业，户均养羊80只，2020年全村经济收

入2785万元，先后获得汝州市一星级文

明村、人居环境一星级示范村，汝州市卫

生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尽管如此，张红阳认为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仍是养田村的首要任务。

经过调研，张红阳发现养田村的土质比

较适宜种植谷子（小米），便组织村“两委”外

出考察，联系了陵头镇政府农业办主任陈安

民，准备在今冬打好基础，明年再大面积种

植，打造具有养田村地域特色的品牌农产品。

今年七八月间，连续强降雨加上疫情

防控，8月11日，张红阳到任第二天，就组

织参与了陵头镇党委、镇政府安排的疫情

防控值勤工作，每周五天四夜，吃住在村

部，坚守在一线。

养田村5组村民老葛、老王是几十年

的老邻居，两家公用的一道墙是上世纪70

年代用夯土建造的，在连续强降雨影响

下，这道墙被雨水浸泡倒塌。之后，两家

人又因重建这道墙的资金问题出现了矛

盾，进而发展到恶语伤人。

张红阳实地查看后，把两家户主约到村

委会，并联系陵头派出所民警一同参与调解，

最终，老葛、老王两家摒弃前嫌，重归和睦。

说起第一书记张红阳，身有残疾且已

78岁高龄的刘枝，很激动。

刘枝和老伴住在扎子沟，家里的老瓦

房建在沟里，容易被水淹。

8月20日，大雨再次突袭汝州，为了保

护刘枝和老伴的生命安全，张红阳和村“两

委”干部提前将刘枝和老伴转移到了村委

会，在一楼安排了一间屋子请二位老人暂

住。

“人老了，记性差，忘性大，眼也不好使

了，可我记得红阳这个名字。”刘枝说，“红

阳书记怕俺家的房子倒塌，砸住俺老两口，

就连夜让村干部王志平、葛帅强把俺老两

口接到村委会住下，还给俺送来月饼、面包

和方便面。”

第二天，张红阳去陵头镇开会时，还惦

记着两位老人，大晌午赶回村，煮了挂面，

炒了臊子，给两位老人做了两碗炸酱面。

刘枝说：“红阳书记把饭端到俺跟前，

吃了饭后还不让俺刷碗，俺真是感动啊。”

今年夏季接连不断的大暴雨，还冲

毁了养田村 8 组村民出行的唯一一条

路。汛期过后，张红阳召集村“两委”成

员组织灾后重建，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向伟等一道，自筹资金安排挖

掘机和车辆，拉来 200 多车共计 3 万多

立方米砂石，修复并加宽了塌陷深度达

7米的路基。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韩恒超文/图

真情温暖百姓

化解邻里矛盾

发展谷子种植

河道生产路河道生产路

冬日植树正当时 大美汝州添新绿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齐
俊涛）12月10日，汝州市城市园林管

理中心组织开展首届冬剪技能大比

武活动。该中心一线职工、业务骨干

共计110余人，在广成东路通过技能

培训、现场示范、技能比武等环节，现

场亮绝活。

举办大比武活动，旨在于进一步

提高园林养护队伍专业技能、精细化

管理水平，增强全员的进取意识、竞

争意识。

“园林绿化，一分建、九分管。”该

中心主任钟纪刚说，园林养护队伍专

业技能、精细化养护水平的高低，是

一个城市园林绿化发展水平的重要

标志。举办首届冬剪技能大比武活

动，既鼓舞了广大园林绿化人爱岗敬

业的热情，增强了职业荣誉感，又提

高了园林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持续提

升汝州市城市园林绿化景观品质，促

进绿化养护从业人员整体水平上台

阶打下基础。

据悉，今年以来，汝州市城市

园林管理中心着力提高城市园林

绿化精细化管理水平，采取以培训

提高技能，以比赛促进管理等办

法，畅树工匠精神和精品意识，逐

步形成了“高标准、高要求、高质

量”的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养护模

式。

现场比武 齐俊涛摄

汝州市组织开展
首届冬剪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平
党申张亚超）“夏店镇准备了 1500

多棵塔松树苗，栽种在国家级传

统村落山顶村通山道路两侧。”

夏店镇林业所所长彭殿利在植

树现场说，这条旅游专线两侧全

部栽种上常绿景观树后，将提升

夏店镇生态旅游的舒适度和知

名度。

进入12月份后，夏店镇根据汝

州市今年冬季义务植树造林工作部

署，与汝州市交通运输局、编办、乡村

振兴局、市直工委等5个单位160余

名干部职工，在山顶村旅游绿化专

线，组织开展了2021年冬季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

夏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

磊说，柏崖山上有国家级传统古

村落山顶村石头部落，生态旅游

资源丰富，旅游开发潜力巨大。

绿化美化山顶村旅游专线一直是

夏店镇植树造林的工作重点，也

是建设生态夏店的要务。夏店镇

将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快山顶村

旅游开发步伐，争取早日将山顶

村打造成为汝州市和豫西知名景

区，为乡村振兴夯实生态旅游和

产业基石。

志愿者干得热火朝天 郭永涛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马
鹏亮）12 月 10 日，汝州市委宣传

部、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汝

州市融媒体中心、蟒川镇等单位联

合在戴湾村张湾悦意民宿生态园

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共栽种大

叶女贞、红叶石楠、白松等树种

3000余棵。

近年来，蟒川镇厚植生态绿色，

在廊道绿化、荒山造林、矿区植被

恢复方面持续发力，累计栽种各类

花草树木35000余亩，森林覆盖率

达到45%，筑牢了汝州南部的生态

屏障。

此次冬季义务植树点——悦意

生态园，是戴湾村集体经济项目。

经过几年来的修复建设，这片废弃

的荒草湖泊，已初步变为青山环抱、

碧水环绕、满目绿色宜人之地，再加

上精心打造的几座小木屋，戴湾村

变得更加美丽，预计今年春节前即

可开门迎宾。届时，戴湾村将成为

汝州市又一所可观景、垂钓、餐饮、

住宿的网红打卡点。

多单位联合到蟒川镇植树

戴湾村要打造网红打卡地

植树现场 马鹏亮摄

1500多棵塔松苗美了山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