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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手浇开幸福花
—— 祥富里社区居民、干部共话“获得感”

17

□人民日报记者 魏 贺 李 翔
邝西曦 张志锋

“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这里
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有
了这份感情，只要在一个地方工作过，
就永远不会忘记那里的群众。”

1982 年 3 月，习近平赴河北正定，
先后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在正定工作
的 1000 多个日日夜夜，他的足迹遍及
全县25个公社、221个大队。

从 1991 年到 2013 年，习近平先后
6 次回到正定。直到今天，正定百姓一提
起他，还会亲切地叫一声“老书记”。

朱博华（时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他解决了百姓吃饭大问题

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正定就成了全
国有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然而，头戴
粮食高产县的帽子，却连温饱都没解决。

“粮食征购负担太重。很多老百姓
口粮不够，高价粮买不起，只能去外面
换山药干充饥。正定是风光了面子，吃
亏了里子。”时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副主
任朱博华说。

“如何让老百姓富起来，是习近平
到正定后一刻不停思考的问题。”

到正定头两个月，习近平白天下乡
调研，晚上研读县志，还专门设计调查
问卷，上街向群众发放。习近平很快发
现症结所在，立即找到县里主要领导反
映情况。

在时任正定县县长程宝怀办公室，
习近平直言不讳：“正定在经济上是农
业单打一，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咱
们为了交征购，年年扩大粮食面积，压
缩经济作物面积，全县的棉花只剩一万

亩。现在粮价 30 年不变，小麦 1 毛 2 一
斤，玉米 8 分钱一斤。依我看，咱们实际
是个扛着红旗的‘高产穷县’。不解决高
征购，正定的温饱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当时说，咱们的‘贡献’越
大，农民的收入就越低，这个问题必须
解决。他主动提出，要给中央写信，把征
购减下来。”程宝怀说。

朱博华回忆，习近平和时任县委副
书记吕玉兰跑地区、跑省里、跑北京，中
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很快来到正
定，就征购负担是否过重问题召开座谈
会，一致认为习近平反映的情况属实。
随后，正定每年的征购粮从 7600 万斤
核减到4800万斤，减幅达36.8%。

1983 年，正定召开三级干部会，调
整种植结构。当年，棉花种植面积就增
加到 17 万亩，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
人均年收入从 148 元涨到了 400 多元，
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朱博华说，“当时群众都在交口称
赞，吃饭是天大的事，习书记为老百姓
撑起了一片天。”

程宝怀（时任正定县县长）：

习近平说“改革必然海阔天空”

“干不干，八分半”“队长一打钟，干
活一窝蜂”⋯⋯为改变分配上搞平均主
义、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下的
状况，习近平力推农村改革。

一天晚上，习近平来到时任正定县
县长程宝怀办公室，他开门见山：“程县
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

正在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
济相对落后的公社搞个试点？”

“当时中央没文件，河北省委没精
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在这个问
题上冒尖，政治风险很大，但习近平态
度坚决。他说，改革必然海阔天空，守旧
未必风平浪静。‘大包干’是大方向，也
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好办法，迟早都要
搞。”程宝怀至今仍对习近平当年的改
革勇气充满敬佩。

1982 年 4 月，习近平召集县委农工
部的干部开了个“闭门会”，交给他们一
个“秘密任务”：去凤阳，把小岗村的经
验带回来。

根据习近平的意见，正定选择了离
县城较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
公社进行“大包干”试点。“我们把公社
书记找来，强调了三条原则：一是要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二是在分配土地时，
远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队分
地。”程宝怀说。

混工分、磨洋工成了历史，不到一
年时间，“大包干”试点取得成功。里双
店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年人均
收入由210元增加到400多元。“我家大
瓮里的粮食满满当当，来参观的人络绎
不绝，全村老少都念习书记的好！”里双
店公社厢同大队会计钱贵香忆起当年
情景，至今仍激动不已。

在习近平倡导下，1983年1月，正定
在河北开创先河，全面推行包干到户责
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在经
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

1984 年 1 月 22 日，习近平冒着严
寒来到西柏棠村，为 500 多名社员宣讲
当年中央 1 号文件。时任西柏棠公社党
委书记赵建军回忆：“习书记讲得很细
致。他告诉大家，文件规定了延长土地
承包期。这彻底打消了乡亲们的顾虑，
很多社员很快制定了增加投资、改良承
包田的方案。”

随着“大包干”的深入推进，正定农业
生产力迅速提高。1985年，全县农业总收
入达到4.3亿元，比1982年翻了近两番。

王玉廷（时任正定县委组织部长）：

他心里想的都是百姓利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的庄严宣示。

“他的工作一直贯穿着这样的理
念，在正定也是这样。大事小情，心里想
的都是百姓利益。”时任正定县委组织
部长王玉廷说。

1983 年，担任县委书记后不久，习
近平提议出台了《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
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又明确提出：

“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
效，真刀真枪干一场。”

解决民生难题，习近平带头行动：
部署全县学校危房大普查，并拿出自己
3 个月工资资助北贾村小学；1984 年 4
月，在习近平反复协调下，石家庄至正
定的 201 路公交车开通了，正定成为全
市第一个通公交的县⋯⋯

“当时，干部们都感受到了一种实
干的氛围。”王玉廷说。

针对正定紧邻省会的区位特点，习
近平深入调研，确定了“半城郊型”经济
发展路子。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一直惦记着俺们村

本报讯（记者段丽茜）10月1日，
省环保厅发布我省 9 月份环境空气
质量状况。9 月份，全省 PM2.5 平均
浓度为 3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0.4%，为201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
史最好水平。8 至 9 月，全省连续两
个月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从改善程度看，9 月份，全省 11
个设区市 PM2.5 平均浓度均同比下
降。下降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有保定、承德、石家庄、邢台、邯郸市，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2.4% 、44.8% 、
47.9%、50%、51.4%。

9 月份，全省 11 个设区市 PM2.5
月均浓度由低到高顺序，依次是承德
16 微克/立方米、张家口 16 微克/立
方米、秦皇岛 23 微克/立方米、廊坊
33 微克/立方米、邢台 33 微克/立方
米、沧州 36 微克/立方米、衡水 36
微克/立方米、邯郸 36 微克/立方米、
石家庄 37 微克/立方米、唐山 38 微
克/立方米、保定38微克/立方米。从

月均浓度值看，承德、张家口、秦皇
岛、廊坊、邢台市达到 35 微克/立方
米的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监 测 显 示 ，1 至 9 月 ，全 省
PM2.5 平均浓度为 51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20.3%。11 个设区市同比
均实现下降，下降幅度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的有保定、廊坊、衡水、石家
庄、邯郸、秦皇岛市，同比分别下降
30.6%、24.2%、24%、23.3%、20.7%、
20.5%。

9月全省PM2.5平均浓度同比降40.4%
为201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本报讯（记者刘荣荣）“葡萄收获后，
秧苗管理更要精心，不然明年可能发生
病虫害。”近日，饶阳县饶阳镇朱池村的
葡萄大棚里，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张
铁兵被农户们围拢着，他正悉心指导大
家如何预防病虫害。

“只要群众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和张铁兵一样，如今，在田间地头、山
区果园，处处活跃着农业科技工作者的
身影。他们将弘扬爱国奋斗精神作为
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化作自觉担负起
历史责任，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
行动。

伟大时代在召唤，光荣使命记心
间。日前，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印发通
知，对在全省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
活动作出部署。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行
动，积极组织开展主题活动，在广大知识
分子中迅速掀起学习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热潮。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深度解读中央有关人才政策，河北日
报等省直主要新闻媒体纷纷开设专栏专
题，认真做好主题宣传，挖掘新时代知识
分子的先进事迹，推出鲜活生动的新闻
报道，引导新时代知识分子坚定理想信
念，强化使命担当。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利用西柏坡纪念
馆、李大钊纪念馆、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
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开展多种形式
的研修培训和现场教学，努力提升知识
分子的爱国敬业思想认识。

衡水市将不断完善“衡水市道德模
范”“衡水楷模·时代新人”等评选表彰项
目，并适当向高层次人才和一线人才倾
斜，在职称评定、业绩考核及各类人才荣
誉项目实施中将爱国奋斗精神作为品德
评价核心要素，激励知识分子立足岗位
作贡献。秦皇岛市通过编写出版读物，
创作文艺作品进行巡演展演，组建先进
事迹宣讲团等集中宣传培树先进典型，
推动爱国奋斗精神落地生根。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这给理论工作
者提出了新课题。省社科院将不断加强
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和应用对策研究，力
争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精品成果，为省委
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下转第三版）

我省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

﹃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
活动

光荣使命记心间

立足岗位建新功

本报讯（记者马彦铭）日
前，记者来到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田庄分水口。总干渠中清澈
的长江水在这里分出一股水
流，经石津干渠向石家庄、衡
水、沧州等地供水。“自开闸分
水以来，田庄分水口已累计分
水 10.55 亿立方米。”河北水务
集团石津干渠建管中心副主任
史胜利说。

从省南水北调办获悉，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正式通水到
今年 9 月末，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累计向我省供水 30 亿立方
米，接近今年 8 月上旬全省 60
多 座 大 中 型 水 库 蓄 水 总 量

（30.77亿立方米）。
城乡居民喝上了甘甜的长

江 水 ，全 省 城 乡 受 益 人 口 达
1547万人。（下转第三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
向我省输水30亿立方米
接近今年全省60多座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

□记者 高 珊 刘禹彤

碧空如洗，微风和煦，国庆假日里
的唐山市祥富里社区，一派欢乐祥和
景象。

祥富里社区，是震后新唐山建设
的第一批安居工程小区。取名祥富里，
寓意祥和富裕。

2016 年 7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曾到这里视察，慰问社区群众，详细了
解社区党建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情况。翻资料、拉家常、听京剧、品诗
词⋯⋯总书记在祥富里视察时的情
景，成为了社区居民和干部最深刻最
温暖的记忆。

节日里，记者重访祥富里，记录社

区两年多来发生的变化，倾听社区群
众、干部讲述他们的“获得感”。

“业余摄影师”董桂明——
这两年社区变化最大，

给社区干部点赞！
楼体粉刷一新、道路笔直通畅、车

辆秩序井然、绿化错落有致，初建于
1996年的祥富里社区，正焕发着新光
彩。要问社区变化大不大？大伙笑着推
出一个人——社区“业余摄影师”董桂
明，大家说：“他可最有发言权”——

我在社区住了 20 多年，这两年的
变化，最大！

过去路面坑坑洼洼的，现在都铺
平整了；社区里破损的井盖，也都统一

更换了；绿地两边加装了白色防护栏，
单元楼下还给安上了便民晾衣架。

你看，最近政府给我们的楼房免
费加装保温层，这可是个大工程。整个
社区 78 栋居民楼，4000 多户都跟着
受益。这不，马上就快完工啦！

心情咋样？忒高兴啊！这不，没有
专业设备，我就拿手机把社区的变化
都拍下来了。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总书
记再来，得让总书记看看。

当然，身为老党员、老住户，光拍
拍照片不算啥，我也得为社区建设真
出份力——把拍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反馈给社区，让问题能快点解决，我也
是老有所为吧。你瞅这加装保温层，有
的住户没拆窗户护栏，保温层装上就

有缝隙，将来下个雨，雨水不都流进家
里？我把意见反映到社区，社区干部们
马上就记下了，正商量着咋给解决呢。

说起来，这些年社区变化大，多亏
社区干部们。总书记说服务群众要畅
通“最后一公里”，他们听在耳中，记在
心里，这些年，他们做的事，桩桩件件，
都是为了让居民生活得更舒心。我们
真心给他们点赞！

（下转第四版）

10月2日，邢台市政建设集团职工在邢台经济开发区王快镇污水处理厂工地浇筑高密度沉
淀池。国庆节期间，众多劳动者仍然坚守在工作一线，在岗位上度过节日。 记者 赵永辉摄

10月4
日，武安市
公安交通警
察大队城区
中队民警在
指挥交通。

新华社发

欢度国庆欢度国庆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向节日里坚守岗位的人们致敬

10月1日，在石家庄新乐市医院新生儿科，医护人员为一名婴
儿做检查。 新华社发

◀近 日 在 唐 山 市 祥 富
里 社 区 ，社 区 舞 蹈 队 队 长
王素珍（右一）在给社区居民
排练国庆节演出节目。

记者 赵 杰 史晟全摄

▲日前，在唐山市祥富
里社区党性教育基地，社区
党总支委员王燕（右一）在为
社区居民讲解。

记者 赵 杰 史晟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