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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 点 调 研

□张 博

回应民生关切，直面热点难点堵点问题，
立行立改，动真碰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实
际行动着力为民服务解难题，让群众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变化。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一
些现象需要警惕：明明是一项好的政策或措
施，由于在落实过程中不用心、不细致、不到
位，不但没能解决问题，更没能给老百姓带来
真正的实惠。

省委书记王东峰在调研时，认真细致地
考察了许多惠民利民便民措施的落实情况和
实际效果。他发现，一些地方在农村散煤治
理过程中，为了减少粉尘污染，给贫困村送去
无烟煤，可是无烟煤“没有火焰，做不了饭”，
最后群众还得烧冒烟的散煤。一边是家家户
户的烟囱冒着黑烟，一边是堆在墙角无人问
津的无烟煤。本是环保和利民的举措，却没
有达到预期目的，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让人
尴尬，更让人警醒。正如王东峰书记对此事
的三次发问，钱也花了，煤也送了，就是老百
姓没人烧，当地能不知道吗？这能说工作落
实了吗？

作决策前不做认真深入的调研，工作推
进中管理流于形式，工作做完后不看效果反
馈——无烟煤送给群众却无人用，背后藏着
简单线性的思维方式，也藏着懒政惰政和形
式主义的尾巴。

为民服务的落实环节是决定工作成效的
关键步骤，也是最需要用情用心用力的地
方。抓落实过程中主观臆断、脱离实际，做不
到精准施策，好政策就难以落到实处，好措施
就无法发挥作用，为民服务解难题也难免成
为一句空话。

为民服务解难题，需要有真情实意。一
些地方和部门为民服务干不到点子上，从表
面上看是由于工作手段和方式存在问题，从
根本上讲却是因为对群众的感情不够真挚，
没有把群众的事真正放在心上。省会石家庄
的综合警务服务站，可以办理机动车违章消
分业务，有时会因为连不上网个别警务站就
不给办理这项业务，但吕建江不这样：即便真
连不上网，他也从不“把人往外推”，而是主动
记下电话或车牌，等能连网时再处理。像吕
建江这样将心比心，（下转第五版）

为民服务解难题要用情用心用力

本报讯（记者高原雪）8 月
19 日至 20 日，省政协主席叶冬
松赴包联贫困县蔚县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
央精神和省委部署，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一
鼓作气、决战决胜，确保如期完
成脱贫摘帽任务。

扶贫项目进展如何？脱贫
攻坚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能否如期摘帽脱贫？带着对脱
贫攻坚工作的思考，叶冬松深

入蔚县西窑头村、白后堡村，随
机走访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现
状，实地查看村容村貌提升、乡
风文明建设、农民合作社经营
情况，走进非晶带材项目基
地、大唐蔚县电厂、益海嘉里
万吨小米加工厂，实地调研产
业帮扶带动效果。叶冬松说，
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关键时
期，要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村干部领头雁作用、党员
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
走好脱贫致富路。要大力招商
引资，（下转第三版）

叶冬松在蔚县调研时强调

咬定目标不松劲坚定信心不动摇
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本报讯（记者米彦泽 实
习生吴文婷）从省民营经济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上半年全
省民营经济增加值 12078.7 亿
元，同比增长 7.4%；税收 11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1% 。 上 半
年，全省净增市场主体31.48万
户，其中净增企业8.99万户。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

围绕促转型、解难题、破瓶颈、补
短板，全力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全省
民营经济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
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在石家
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安
新区等 12 个区域开展了试点
改革。（下转第三版）

上半年我省民营经济
增加值同比增7.4%

□记者 刘冰洋 薛惠娟 高原雪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
统战部聚焦主题主线，坚持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在找差距、抓整改上下功夫，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省委组织部：坚持立行立改
狠抓整改落实

省委组织部主动对标中央精神、中
组部机关，对标省委部署，坚持从严从
实、坚持刀刃向内、坚持问题导向和目

标导向，全面深刻检视问题，狠抓整改
落实，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初心使命、对照
先进典型，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
见基础上，聚焦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
织建设、人才发展服务等方面存在的薄
弱环节，重点从政治、思想、作风、能力、
廉政方面进行深入剖析，查找问题差距。
为确保检视问题质量，分管部领导对各
支部、支部书记查找的问题进行了审核
把关，各支部书记对本支部党员查找的
问题进行了审核把关，对问题查找不实、
不具体的，责成重新进行了查摆。就查摆

的问题分别从组织系统、部机关、各支部
三个层面分别列出清单。

聚焦“改”字发力，坚持立行立改、
即知即改，深入开展整治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加强党员发展、党员教育管理
工作，强化党政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
察，积极推进干部交流，加强干部教育
管理监督，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抓好牵头负责
的 3 项省委专项整治任务，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落实参与的6项专项整治任务有
关工作。紧跟省委专项整治工作部署
安排，制定了部机关各个专项整治方

案，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时间进
度，扎实推进落实。

省委宣传部：对标对表检视
问题 扎实抓好整改落实

省委宣传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四个到位”要求，对标对表中央
精神和省委要求，聚焦宣传思想工作主
责主业，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
深刻检视、认真查摆，边查边改、真抓实
改，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部务会成员分别参加所在党支部
专题研讨会，（下转第三版）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新华社记者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
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
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
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垃圾分
类这件“关键小事”。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一场践行“新时尚”的垃圾分类，

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

“分类”带来好环境、好心情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小庙子
村的各位父老乡亲，请自觉做好垃圾
分类⋯⋯”一大早，天蒙蒙亮，村民张

玉奎就开着垃圾清运三轮车，开始在
村子里来回转悠。三轮车大喇叭传
出的声音在村里回荡，不时有村民闻
声而出，将分好的垃圾投放在张玉奎
的垃圾清运车里。

这是记者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松山区农村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下转第五版）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垃圾分类：“新时尚”的美丽折射

□记者 苏 励 周 洁 马 路

衡水湖，镶嵌在冀东南平原上的一
颗明珠。

跨越千年沧海桑田，如今75平方公
里的湖中，只留下最后一个湖心村——
顺民庄。

芦苇荡漾，水鸟啁啾。远古时期大
禹治水留下的“禹迹”，今天已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缩影。

身 份 之 变

从农民到渔民

村南一条土路胡同尽头，就是李石
庄的家，紧挨着碧绿的衡水湖。墙外离
岸一米，砌道栏杆，凭栏处，十里湖光尽
收眼底，对岸就是冀州城区。

“我这辈子都在随着衡水湖变，农
变工，再变渔，挨过苦日子，也尝上好日
子。”坐在炕头上，69岁的老李和我们唠
起来。阳光照进屋，他眯起眼，眼角深
深的鱼尾纹刻满沧桑。

衡水湖一带原叫千顷洼，是黄河决
口改道形成的湿地，当地人祖祖辈辈以
耕种为生。但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
蓄水建水库，又放水还耕地，衡水湖里的
水干了又涨，涨了又干。村民的土地也跟
着失了得，得了失。多次失而复得的经
历，让人们对脚下这块土地无比珍视。

这一点，现在还能在村里找到印
记：树坑里，房檐下，巴掌大的地方，都
会栽上两棵土豆，插上一行小葱，一丁
点儿舍不得荒着。

有地种的年月，村里人都铆足了劲

儿。“当时，我们一个村交的公粮能占整
个公社一半！”在顺民庄，好几位村民自
豪地说。

可 惜 这 样 的 荣 耀 并 没 有 持 续 多
久。1973年，村民眼巴巴盼着好收成的
时候，水库再次蓄水，一人多高的玉米、
高粱一眨眼全没了，8000亩土地全部沉
入水底。

那时的老李还是小李，不甘心在纠
结中过日子。“二十啷当岁，出去闯呗。”
丢下一家老小，他跑到衡水干运输，一

个月下一次广东，押送拉牛的闷罐车，
又闷又热，打个来回怎么也得半月二
十天。

老李外出打拼的生活，在 1985 年
画上了休止符。

从卫运河跨流域引水到衡水湖的
“卫千”工程建成了，衡水湖实现稳定蓄
水。昔日苍茫洼地，今日鱼虾成群。此时
的顺民庄人才铁下心来把目光转向“稳
定”的湖水，开始“靠水吃水”的新生活。
老李第一拨回村当了渔民。

东借西借才凑出四百多元钱，老李
坐了 4 个多小时火车，从天津静海请来
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渔民。“这可是笔巨
款，当时自行车算‘大件’，140元钱。”回
忆起“半路出家”当渔民的情景，老李至
今仍印象深刻。

回来先是请师傅打了一条木船，然后
就直接上水学手艺。隔行如隔山，拿惯了
铁锹的手哪儿那么容易撑船？每天早出晚
归，可怎么都划不好桨，让它往左，它偏往
右；让它往前，它偏往后。（下转第五版）

千 顷 洼 之 变
——衡水湖最后的湖心村记事（上）

扫码看视频。
记者 焦 磊

周 洁摄制

◀空中鸟瞰
顺民庄，小小的
湖心村像一艘小
船镶嵌在明镜般
的衡水湖中。
记者 焦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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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艺培根铸魂 用精品讴歌时代
——从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我省

获奖作品探析文艺精品创作之路

制图制图//展茂光展茂光

□记者 曹 铮 张晓华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
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
风气。

根扎燕赵大地，耕耘时代沃土，河
北的文艺精品创作迎来了又一个硕果
压枝的金秋——在刚刚揭晓的中宣部
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评选中，我省共有5部作品获奖，省委宣
传部荣获“组织工作奖”，总成绩位列全
国第四。

奋进如歌，春华秋实。
河北在全国“五个一工程”评选这一

“引领精品创作生产”龙头工程中取得的
优异成绩，是全省文艺战线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
论述的实践成果，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燕
赵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总体水平和综合实
力的精彩展示，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在省

委坚强领导下聚焦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建设勇攀“高峰”的奋斗写真。

聚焦新时代伟大创造
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

“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
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
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是推动燕赵文化繁荣发展的
根本指针。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艺
创作工作并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
出精品、出人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东峰强调，要聚焦服务人
民，聚焦重大节点，聚焦发展大局，谋划
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讴歌伟大时代的文艺精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梦
之旅，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
热实践都为燕赵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和难得的机遇，此次全国“五
个一工程”我省的几部获奖作品，正
是把准时代脉搏、讲好新时代好故事
的精品力作。

三代人，半个多世纪，让沙海变林
海，荒原成绿洲。这是一个英雄群体，
这是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时代命题。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话剧

《塞罕长歌》聚焦塞罕坝建设者创造“生
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的感人事迹，
艺术地再现塞罕坝精神，在人们心目中
筑起了一个熠熠闪光的精神高地。

我省著名剧作家孙德民以他深厚
的创作积淀，以话剧形式将塞罕坝精神
展现在舞台，塑造出一群有血有肉、性
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他深深体会到，总
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艺术创
作的真正原动力。“只有在波澜起伏的
改革大潮中，在火热丰富的现实生活
中，才能别开生面地讲好‘中国故事’，
才能发现英雄人物的精神高地，发现他

们始终坚守的价值坐标。”
以文艺培根铸魂，让红色基因在新

时代薪火相传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
职责。“创作者要在有坚定信仰的基础
上讲好中国故事，让当代青年人以正确
的姿态重温历史，感悟历史，在质朴的
言语和真实的生活状态中，感受老一辈
革命家在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初心与
使命，从而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电影

《古田军号》导演陈力表示，作为新时代
的影视工作者，要把每一部革命历史题
材的影视作品拍好，以新颖的艺术表达
让更多年轻人铭记英雄、铭记历史，让
红色基因在新时代传承。

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
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

河北梆子现代戏 《李保国》 荣获
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最高
奖——“文华大奖”，丝弦小戏《村官三
把手》摘得全国群众文艺的最高奖——
全国群星奖，（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