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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口发展规划（2018-2035年）》提出

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0%左右

让游客与高科技农业近距离接触

邯郸现代农业
高科技博览园开园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日前，省政府
印 发《河 北 省 人 口 发 展 规 划（2018-
2035年）》，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省人
口总量增加到 7910 万人，人均预期寿
命达到80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达到12.4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比例上升到 27.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70%左右，人口均衡发展态势基本
形成，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人口与经济
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协调。

规划从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保障劳
动力有效供给、优化人口布局、推进京津
冀人口协同发展、促进重点人群共享发
展等方面，对全省人口发展作了具体规
划。根据规划，我省将改革完善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优
化服务流程，推行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
便民，对符合政策生育两个以内（含两

个）孩子的，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完善
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促进生育
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在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方面，规
划提出，加强妇幼健康机构建设，完善
省、市、县三级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实
施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保障工程，强
化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建设，降低孕产妇
和婴儿死亡率。推进优生优育全程服
务，提高婚前健康检查、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住院分娩、母婴保健、避孕节育、
预防接种等服务能力。加强科学预测，
强化部门协同，合理规划配置儿童照
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社会保障等资
源，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规划对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也提
出明确要求，将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
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
照料、善后服务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
支持体系。完善税收、抚育、教育、社会
保障、住房等政策，减轻生养子女家庭负

担。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
产假制度，鼓励用人单位为孕期和哺乳
期妇女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
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
岗位。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建立育婴
室和托儿所，方便生育妇女兼顾就业与
照料子女。同时，将完善计划生育各项
奖励制度，加大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
力度，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独生子
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继续
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政策，动态调整
奖励扶助标准，并在社会保障、就业创
业、集体收益分配等方面予以倾斜。探
索构建支持按政策生育家庭的补贴政
策，减轻生养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优化人口布局方面，规划提出，
制定和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
口政策，引导人口合理聚集。根据不同
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开展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评价，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
人口承载力，实行差别化人口调控政

策。在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实施
积极的人口迁入政策。在生态脆弱区，
实施有效促进人口转移政策。推进户
籍制度改革，依据城镇规划和发展需
要，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畅通城镇落
户渠道，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
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市民化进程。

在此基础上，我省还将完善流动人
口服务政策体系，全面实施居住证制
度，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
镇常住人口，保障居住证持有人享有国
家规定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办事便
利。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
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建立进城落户
人员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维护和自愿有偿退出
机制。健全流动人口分布和生存发展
状况动态监测体系，完善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体制机制。

权威发布

聚焦2018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剧 场 听 戏
本报讯（记者田恬）“楼变高，路变

宽，团场建成小江南。老有所乐有事干，
好日子一天胜一天⋯⋯”随着欢快的曲
子响起，10月5日，由新疆石河子市艺术
剧院豫剧团创排的现代豫剧《我的娘
我的根》在石家庄大剧院登场亮相。

《我的娘 我的根》讲述了老军垦人
铁秀英、曹德法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
事。该剧以轻喜剧的艺术形式、温情的
笔触，书写了兵团人对故乡、兵团、国家
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作为基层戏曲院团
中不可多得的好戏，该剧是豫剧顽强生
命力在新疆生根开花的见证，是兵团人
寻根之旅的深情演绎。“全国梆子声腔优
秀剧目展演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舞台，能
来到这个舞台，我们感觉很荣幸，不仅有
利于我们剧团自身的交流学习，演员也
可以得到充分地展示，还能让河北的观
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从而喜爱我们。”
石河子市艺术剧院豫剧团团长、《我的
娘 我的根》总导演陈文忠告诉记者，虽
然剧团是首次参加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
目展演，也是第一次走进河北，但是两场
演出下来，观众们毫不吝啬的掌声和叫
好声都让剧团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是
对演员和剧团最大的支持。

舞台上，是兵团人熟悉的军垦文化
广场、兵团人家小院，人物也都是普通
的兵团人，“真实、接地气，是我们这部
戏最大的亮点，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场景
就是我们兵团人的生活状态。”陈文忠
向记者介绍道，正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

人，面对命运的考验，没有怨天尤人，而
是勇敢承担，用乐观的态度交出生活的
精 彩 答 卷 ，这 具 有 很 强 的 现 实 教 育
意义。

今年 68 岁的省会观众翟大爷在观
看演出过程中，不时跟着小声哼上两

句，他告诉记者：“这出戏很有味道，看
着看着就被吸引住了，普通人的生活有
欢笑也有泪水。这出戏让我对兵团人
和他们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
为建设祖国不怕吃苦、无私奉献的精
神，让人敬佩。”

□记者 曹 铮

他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人，11岁起
便与戏曲结缘，有一副“高低不挡”的好
嗓子。他就是第 24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得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著名演员王
英会。这几天，为了参加 2018 年全国
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王英会一直在
准备自己领衔主演的传统经典剧目《清
风亭》。“一定得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
乡父老奉上最精彩的演出。”王英会坦
言，自己离开家乡 20 年来，回老家主演

“大戏”，这还是第一次。
1977 年，12 岁的王英会考入石家

庄市戏曲学校学戏；1983年分配到石家
庄河北梆子剧团；1999年到北京市河北

梆子剧团工作，工老生行当。到北京发
展后的他考入中国戏曲学院进行系统
性学习。在戏曲艺术道路上的不断求
索，让王英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窦娥
冤》中的窦天章、《定都》中的朱元璋、

《清风亭》中的张元秀、《大登殿》中的薛
平贵⋯⋯他塑造的众多经典形象深入
人心。2009 年，凭借着催人泪下的唱
功戏——河北梆子《清风亭》，他一举获
得第 24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其表演细
腻感人，身段动作潇洒飘逸，真假声衔
接自然巧妙，高低音挥洒自如。

“现在是戏曲发展最好的时代。”谈
到戏曲艺术发展的话题，王英会感触颇
深。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推动戏曲艺术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迈
出坚实的步伐。他认为，戏曲艺术是民
族瑰宝，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

等艺术门类，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精
髓。步入新时代的戏曲艺术应如何创
新发展，是戏曲工作者必须直面的时代
命题。

“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任重道远，
首先要与时代审美相融合，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才能走得更远、传承得更
好。”王英会认为，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之
所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绵延几百年
而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承载和延续了
一代代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观、道德
观。“各个时期的戏曲都是反映当时的
社会现实、人文精神、时代特征，融合了
不同时期的审美元素，通过与时代结合
而延续、传承下来。通过对题材、表现
形式的不断深入挖掘，让传统戏曲与时
代审美融合，戏曲艺术才能更好发展传
承下去，我也将为之不懈努力。”

新疆石河子市艺术剧院豫剧团创排现代豫剧《我的娘 我的根》

深情演绎兵团人寻根之旅

10 月 5 日 ，
由新疆石河子市
艺术剧院豫剧团
演出的《我的娘
我的根》剧照。

记者 耿 辉
田瑞夫摄

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著名演员王英会

为家乡父老奉上最精彩的演出
“梅 花”专 访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著名演员王英
会。 记者 耿 辉 田瑞夫摄

本报讯（记者刘剑英）两个
人才抱得动的巨型南瓜，一株
多果的茄子树，生长在营养液
中的苦苣绿意盎然⋯⋯10 月 1
日，位于邯郸市肥乡区屯庄营
乡的邯郸现代农业高科技博览
园正式开园，智能温棚内的高
科技农业让游客们啧啧称奇。

将相和、毛遂自荐、胡服骑
射、完璧归赵⋯⋯园区的农香
文化馆通过农艺手法，将农业
元素与邯郸独有的成语典故文
化巧妙结合，让游客观赏植物
的同时，了解本地历史文化，引
得不少游客按下快门记录下这
颇具创意的场景。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
为集农技推广、生态观光、休
闲度假、农业科普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填补
邯郸市大型农业科技产业园

的空白。”肥乡区现代农业园
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吴亚峰
介绍，现代农业高科技博览园
项目由北京一家园艺公司投
资建设，总投资 3.9 亿元，流转
土地 845 亩，其中建设高科技
全玻璃智能温室 180 亩，包括
高科技蔬菜博览展示区、扶贫
创业种植区、花卉景观种植区
等功能区。

“把农业园区建设与美丽
乡村、全域旅游、精准脱贫有机
结合，充分挖掘农业多功能性，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
展。”吴亚峰介绍，依托现代农
业高科技博览园和园区核心区
内的葡萄小镇田寨、苹果小镇
刘寨营等 6 个省级美丽乡村，
统筹布局生产、加工、农旅、民
俗等功能板块，该区建成了万
亩花海果园、康惠百花园。

本报讯（通讯员刘鹏）10月
3 日 16 时许，定州市高蓬镇马
村一名 3 岁男童不慎掉入自家
井中。经过多方合力救援，男
童成功脱险。目前，孩子正在
定州市人民医院住院观察，意
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

坠井孩子的生命安危，牵
动大家的心。接到报警信息后，
定州市立即组织消防、公安、
120 及辖区相关工作人员火速
赶往现场救援，定州市领导现
场指挥，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生死大营救。据介绍，小男
孩坠入的井直径不足 40 厘米，

且井口周边均为房屋，实施救
援并不容易。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救援的消防队员立即开展输
氧等一系列专业救援手段，确
保坠井孩子安全及体力支撑。
同时，定州市迅速调来 10 余台

（套）救援机械设备进行开挖救
援。在此基础上，蓝天救援队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终
于在10月4日凌晨5时30分左
右将落井孩子成功救出。

据定州市人民医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经过检查，发现孩子
胸背部及四肢有擦伤，未发现骨
折及内脏损伤，生命体征平稳。

多方合力 13小时救援

定州坠井男童成功获救

本报讯（记者焦磊）记者从
衡水市新闻办9月30日召开的
城市公交免费乘坐新闻发布会
获 悉 ，2018 年 10 月 1 日 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市区公交车
免费乘坐。

据介绍，衡水城市公交车
免费乘坐的线路为，市公交总
公司运营的所有公交线路，即
1—23 路和 26—32 路共 30 条
线路；冀州区公交线路，包括 1
路、2 路、3 路、5 路、6 路、7 路，
共 6 条线路。免费期间部分线
路运营时间有调整，市主城区
始发衡水北站的 8 路、28路、29
路公交线路末班车发车时间为
22:20，其他公交线路延后 2 小

时；冀州区 6 条公交线路运营
时间不变。

免费期间，衡水市公交总
公司每天将投入 600 余辆公交
车，冀州区每天将投入 80 余辆
公交车，以最大限度满足百姓
乘车需求。同时，充分利用多
种公交信息化平台，及时为市
民提供车辆运营信息，最大限
度方便市民智慧出行。进一步
加大技防建设，所有公交运营
车辆均与公安 110 后台对接，
实 现“ 一 键 报 警 ”装 置 ，并 在
150 部新能源公交车上全部安
装了危化品检测报警装置，在
城市常规公共交通领域实现对
危化品的实时检测。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不需
要到楼下办其他手续吗？这样
就可以出院了？”日前，在唐县人
民医院八病区住院的一位患者
要出院了，其家属办理出院手续
时，病区医务人员告知他，医院
取消了住院处，出院手续在病房
门口的护理站办理即可。

一直以来，住院处都是医
院至关重要的“传统”部门。日
前，唐县人民医院经过长时间
酝酿研究，取消了住院处和即
报处，患者入院、出院时，办理
手续均在病区护理站完成。在
护理站，患者还可实时完成出
院结算即报，入院只需支付医

保结算后自己需要支付的部
分，报销的那笔费用不需要再
由患者垫付，而是由医院先行
垫付，再与医保中心结算。

取消住院处和即报处，这一
举措大大方便了患者及其家属，
减少了就诊环节，避免了楼上楼
下排长队等待，赢得大家点赞。
据介绍，唐县人民医院还将采取
措施，逐步取消患者家属陪护，
患者用药、吃饭、陪检等工作均
由医院工作人员来承担，这样不
仅可使患者专注于养病，也可将
患者家属从看护病号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将劳动力“归还”家庭，
以真正缓解患者家庭经济压力。

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衡水市区公交车免费乘坐

唐县人民医院取消住院处和即报处

患者在病区即可办出入院手续

（上接第一版）
根之茂者其实遂。滋养优秀作品的营

养，全在脚下的泥土中。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传播技术和手段如何迭代、报道方式和形式
如何创新，新闻的生命力在于基层的丰厚沃
土这一规律都没有变，扎根基层、深入一线这
一优良传统都不能丢。几代塞罕坝人战天斗
地的艰苦创业历程、李保国把论文写在太行
山上的赤子情怀、吕建江“大与小”的辩证法、
沈汝波善行不辍的“萤火虫精神”、吴洪甫隐
姓埋名 37 年的满腔忠诚⋯⋯正是由于一位
位新闻工作者“深”下去，一篇篇作品才“活”
起来，一个个凝聚时代力量的河北故事才传
播开去。

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到基层，心里才
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涉浅水者见
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新时
代的新闻工作者只有俯下身、沉下心，才能从
新时代辽阔水域的深处观得“蛟龙”，用高质
量的新闻作品为这个时代留下永不褪色的历
史底片。

（上接第一版）
总书记来我们这儿不久，院里重新组建

了文艺队，我想好好练习中阮，争取和文艺队
一起走出疗养院，到更大舞台为别人演出，来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爱。

“轮椅诗人”杨玉芳——
爱让我们勇敢、乐观地活着

9月8日，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播
出了杨玉芳和高志宏夫妇参赛的节目，杨玉
芳演唱了根据两年前遇见总书记时的情境创
作的歌曲《想起这一刻》。他想把他和唐山人
民感受到的恩情分享给更多的人——

时光流逝，忘不了的是恩深似海；日月更
迭，铭记于心的是涅槃的渊源——前年 7 月
28 日，我和我爱人高志宏为总书记朗诵了这
首《见了你们格外亲》，我还送了总书记两本
我写的书。每次想到那情境，心里就很激动。

这些年我和爱人一起创作了很多描写震
后截瘫伤员心路历程的诗歌。最近，我们登
上了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有机会把内心

的感恩唱给全国人民听。感觉很幸运但也很
辛苦。截瘫患者最难的是大小便，在参加《星
光大道》录制的 13 个小时里，我连一口水都
没敢喝。

平时我到大街上摆摊配钥匙，我爱人在
家收拾家务、做饭，一有空我俩就创作诗歌、
练习朗诵。每到中秋、国庆等节日，我们不是
在疗养院和大伙儿一起过，就是参加慰问演
出。10 月 1 日，在唐山南湖公园举办的国庆
晚会上，我唱了那首《想起这一刻》，往后，我
还要唱给更多的人。

托爱心人士的福，这两年，我住的小院加
宽了房门、添置了新家具，还装上了热水器。
总有人说我们创造了奇迹，其实，是社会各界
的爱让我们勇敢、乐观地活着。

眼下，我已经把我写的长篇小说《凤凰
吟》改编成了剧本，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
望有人能把它拍成影视剧。生命不息，梦想
不止嘛。总书记对我们说：“肢体健全的人可
以活出精彩人生，肢体残疾同样可以活出精
彩人生。”如果再见到总书记，我想告诉他，您

的期望我们做到了！

截瘫疗养院院长杨震生——
为残疾人事业而生

两年前，疗养院院院长杨震生一见到总
书记，就道出了自己名字的来历：“我是地震
那天出生的，父母希望‘震后新生’”——

两年前，总书记视察截瘫疗养院时和我
们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事业、医疗
卫生健康工作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你们的事
业是最高尚、最神圣的。希望你们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这些话，一直温暖着我，激励
着我。

这两年，我们尽全力为伤员提供更好的
环境。新购置了血液分析仪和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食堂优化了无障碍就餐环境、改善了菜
品种类，明年，一所集截瘫疗养康复、老年病
治疗、精神病康复、流浪乞讨救助、社会养老
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型民政事业服务中
心也将投入使用。

除了硬件设备不断改善，医学专家根据每

位截瘫患者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心理
和生理方面的治疗方案，还对全院的护理人员
进行系统培训。我们每周四搞业务学习、技术
练兵，还定期选拔技术骨干送外院进修。

疗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把伤员当成长
辈、亲人一样照顾，谁爱吃猪肉包子，谁阴天
下雨腰疼，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清楚。患者对
工作人员也特别信任，爱找医护人员谈心，有
的还让帮忙支取工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
少”。总书记当年殷殷嘱托，要让这些截瘫伤
员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疗养院到今年已经走过了 37 年，它将永
远是截瘫伤员们最温暖的家。

采访中，记者时时都被疗养院里的正能
量感动着、温暖着、鼓舞着。杨震生说，截瘫
伤员创造了两次生命的奇迹，一次是42年前
在废墟瓦砾中获救幸存，一次是打破了生命
时长的断言。而杨玉芳则说，是党和政府、全
国人民的爱创造了奇迹。如今，这个创造奇
迹的地方，仍在继续创造着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