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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朗气清，秋风送爽。9月 15日上
午，在汝南县汝宁街道西湖佳苑小区
的综合活动场地，孩童嬉戏玩闹，老人
闲话家常……好一幅其乐融融的景
象。

“以前住的地方和现在没法比，出
门就是垃圾坑，雨天污水横流，晴天蚊
蝇乱飞。”

“我们原来住的破瓦房，一到阴雨
天气，不但潮湿，还有虫子。”

“这里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离
学校近。小区内楼间距宽，光线好，绿
化也好，还有孩子玩的地方。”

……
谈起老旧小区改造拆迁，老人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
通过和老人们交流得知，他们是

原西大街社区二组居民，有的是普通

市民，有的是退休工人，原来居住在西
湖佳苑小区对面的西湖公园附近。“现
在变化真大呀，原来的化工厂建成了
小区，垃圾沟建成了西湖公园。”67岁
的刘东蓝老人笑着说，“我对现在的居
住环境非常满意，幸福感满满。”

据了解，这几位老人原来住的地
方环境确实不好，不但道路狭窄、路面
破损严重、基础设施落后，而且他们居
住的前面是一个大臭水沟、垃圾场。
2016年，汝宁街道协助县委、县政府对
西关二组进行了棚户区改造，设计规
划了住宅小区、安置房、公园等。2018
年，安置房西湖佳苑建成。建成后的西
湖佳苑小区，不但地理位置优越，而且
容积率小、绿化面积大，整个空间舒适
又舒心，很受住户欢迎。

棚户区改造是惠及万千百姓的

民生工程，更是加强城市基础建设、
完善城市功能的发展工程。多年来，
汝宁街道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稳步提升居民住
房保障水平，绘就了百姓安居乐业的
幸福图景。

在龙亭社区汝河人家小区，干净
整洁的楼道院落，智能安全的门禁系
统，舒心惬意的休憩场所……很难让
人猜到这个小区是棚户区改造后的安
置小区。“这里的环境多好呀，道路平
坦、环境整洁，配套设施基本齐全，住
着舒心。”76岁的小区住户高中喜高兴
地告诉记者，“我原来居住在南新街南
新沟，那里道路坑洼不平、废品随意堆
放、基础设施毁坏殆尽，住着闹心，南
新沟也被百姓戏称成“难心沟”。想也
不敢想，我现在能住上 120 多平米的

大楼房。”
近年来，汝宁街道围绕群众住房

安全、生活需求以及老旧小区功能
提升等方面，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
造 。该 街 道 坚 持 为 民 而 改 ，顺 应 民
意，广泛听取群众对老旧小区改造
的意见和建议，制订改造计划，并通
过抓示范、抓样板、抓提质，补齐老
旧小区配套设施短板，不断完善区
域、片区、街区服务功能，以点带面、
重点突破，有力推动了老旧小区的
改造工作。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
程，也是发展工程。”汝宁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我们将充分发挥优秀改造小
区典型引路作用，不断提升群众的居
住环境品质，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③5

汝宁街道：棚改改出群众幸福生活
记者 邓丹华

新新闻超市

本报讯（记者 邓丹华 王朝

朝 通讯员 贺之梦）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减轻脱贫户、监测对象家庭的经济
压力，确保不因学返贫，今年以来，
汝南县南余店乡扎实做好“雨露计
划”这一惠民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严把宣传关。该乡重点对在读
中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脱贫户、监
测对象家庭进行调查摸底，将政策
宣讲到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村
居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宣传好

“雨露计划”补助工作的相关政策，
切实提高群众对政策的知晓度，让

“雨露计划”真正惠及到有需要的
家庭。

严把审核关。“雨露计划”主要
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申报方
式，结合乡村干部、第一书记、帮扶
干部上户调查摸底的信息，让符合

条件的家庭提交申请表，并通知学
生提供学籍证明。严格按照个人申
请、村级审查、乡镇审核、县级审批
的程序，确认符合资助条件后，落实
补助政策，有效避免了因信息不准
确出现的错补漏补等问题，确保“雨
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政策落实到
位，实现应补尽补、直补到户、作用
到人。

严把公示关。该乡将申报“雨露
计划”的学生名单在村级村务公开
栏以及乡政务公示栏进行公示，接
受群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
度。

至目前，该乡共向上级申请“雨
露计划”专项扶贫资金 10.65 万元，
资助了 71个脱贫户、监测对象家庭
学生，做到了应助尽助。该乡将继续
做好“雨露计划”这一惠民工作，为
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③5

南余店乡

“雨露计划”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邓丹华 王朝

朝 通讯员 陈振中）为扎实做好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日前，汝南县宿
鸭 湖 街 道 强 化 党 建 引 领 ，以“ 五
星 ”支 部 创 建 为 抓 手 ，构 建“ 党
建＋人居环境整治”模式，在“美
起来”上持续发力，推进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以实际行动争创“生态
宜居星”。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街道多次
召开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完
善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包片、网格
员包组、党员包户的责任机制，全面

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党群参与，共聚合力。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主动对自
家房前屋后、门前道路卫生进行清
理打扫，形成党员带头群众赞、百姓
跟着党员干的良好局面，合力绘就
美丽乡村新画卷。

该街道将把“生态宜居星”创建
与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
工作结合起来，持续加大人居环境
整治力度，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环
境，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争创

“生态宜居星”。③5

宿鸭湖街道

人居环境整治 争创“生态宜居星”

9 月 14 日，汝南县乡村车间第一批竣工移交仪式在三门闸街道三产融

合示范园举行。该乡村车间固定资产投资近 5000 万元，年产值约 2 亿元，将

极大推动三门闸街道的经济社会发展。⑥5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李 琦 摄

本报讯（记者 邓丹华 通讯

员 万 阳 邢梦丽）自收听观看汝南
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工作
会议以来，梁祝镇贯彻落实全县加
快推进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
工作，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昂扬的工
作斗志、务实的工作作风倾力推动
汝南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凝聚文明创建
合力。梁祝镇认真听取会议内容，深
刻领会此次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创建工作旨在提高文明程度、增强
竞争力、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宣传部
门营造浓厚氛围，努力发掘正面典
型，弘扬正能量，对负面典型进行曝
光。镇领导干部带头参与创建工作，
全面发动社会力量，带动广大党员
干部、志愿者、青年学生、人民群众

积极参与、主动行动。
坚持党建引领，增强文明创建

自觉。梁祝镇将严格按照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与
要求，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明
确责任分工。全镇领导干部广泛听
取意见，研究针对性措施，聚焦创建
重点、工作难点，多措并举，抓好整
改。杜绝搞突击，流于形式，建立长
效机制，确保各环节常态化运行。

优化融合联动，带动文明创建
提升。梁祝镇对参与文明创建相关
部门加大督导力度，坚持问题导向，
建立台账，夯实责任，对责任落实不
到位的部门和个人进行问责处理。
通过部门联动响应，全面推动文明
创建工作，为汝南县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创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③5

梁祝镇

多措并举为创建文明城市增活力

“住在空调间，吃穿有人管，卡里
有存款，儿孙绕膝前……”近日，笔者
在汝南县常兴镇杨庄村86岁杨好章老
人的家中看到，二层小楼窗明几净，院
内花红树绿。穿戴整齐的杨老汉感叹
地说：“是村规民约让俺过上了称心如
意的生活。”

过去，因婆媳关系不和，杨好章老
人不得不在村头搭建简易窝棚，和老
伴儿另起炉灶过日子。去年11月，杨庄
村在实施“危房清零”专项行动中，发
现包括杨好章在内的 5户老人的住房
存在安全隐患。为解决这一问题，该村
的村规民约评议会人员规劝 5户不愿
意尽赡养义务的子女要明事理、尽孝
道，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通过

说服教育，5户常年居住在简易窝棚、
破旧危房的老人被子女接回了家，危
房也随即拆除。

为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的教育、引导、约束、惩戒作用，
近年来，汝南县在全县推广群众自治
制度，实现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约束、
自我监督。

为确保村规民约接地气，真正发
挥作用，由县委宣传部牵头成立了
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工作专班，指导
各村（社区）的相关工作，并对落实
情况进行督导，确保村规民约修订
完善工作落细落实。老君庙镇 12 个
行政村先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汇
集民意、聚集民智，反复征求村民意

见和建议，并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和乡村振兴融入村规民约。韩庄镇
韩庄居委会制定了简化红白事的村
规民约，细化各项规定，成为群众行
为规范的标准。

今年以来，汝南县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掀起高潮，存在资金匮乏的情
况，村规民约评议会的成员建议开
展“三捐”活动。全县群众积极响应，
累计捐款 3601 万元、捐物价值 961
万元、捐义务工 9.1 万人次。全县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入全省前 20 名，
位居驻马店市第一，是驻马店市唯
一申报成功的全省美丽乡村建设重
点县。

“推进民事民议、民办、民管，村里

矛盾少了，活力多了。”不少村民这样
表示，“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已经
成了习惯。”如今，村规民约等治理载
体已成为全县 285 个村（社区）的标
配，刮起了一股文明新风。

“村规民约一定要接地气，通俗易
懂，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汝南县委书
记李卫明表示，“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
层治理、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设
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③5

汝南县:村规民约浸润文明乡风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付忠于 杨明华

9 月 14 日上午，“著名画家李新
国先生回乡画展”开展仪式在汝南县
板店乡“泥土香”农民文化园举行。高
雅的艺术走进乡村，群众零距离感受
到了艺术的魅力。

此次展出的作品，均是李新国先
生近年来的精心之作，内容或取材于
动物花草，或选题于百姓生活，或寄
情于农耕文化，富含生活气息、时代
气息，雅俗共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
召力，体现了李新国先生用画笔为乡
亲服务的初心，表达了李新国先生热
爱家乡的赤子之情。

“此次展出真正把画展办到了家
乡群众的心坎儿上，积极推动了乡村
文化振兴，受到家乡广大干部群众的
热烈欢迎。”该乡相关负责人说，“我
相信随着这些作品的展出，一定会陶
冶群众情操，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
更多的群众走近艺术、了解艺术、感
受艺术，凝聚起奋力开启新征程、书

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的磅礴力量。”
据了解，李新国先生是一位从板

店乡走出去的著名画家，曾因绘制百
米牡丹长卷在国内享有盛誉。他毕业
于西安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牡丹芍药协会唯一职业
画家。

李新国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
一直关心支持家乡的文化振兴，对生
养他的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恩之情。为
支持家乡文化振兴，李新国先生退休
后自筹资金 2000 多万元，在该乡板
店村建成了河南省第一家农民文化
园。该园以“泥土香”为主题，集中展
现了李新国先生几十年来一手伸向
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艺术风格，集
孝道园、乡愁记忆馆、倒流河风物农
耕体验园、牡丹园、美术展览馆、艺术
写生基地于一体，倡导“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农耕文
化。③5

秋收时节，大地流金。9月 14日，
在汝南县常兴镇黄汤村红高粱基地，
成熟的高粱一个个弯下了腰。

“ 俺 今 年 种 植 红 缨 子 高 粱 20
亩，通过科学管理，亩产红高粱 800
多斤，可收入 5 万余元。”手捧着籽
粒饱满的高粱，种植户赖燕高兴地
说。

据该镇相关人员介绍，红缨子高
粱耐旱涝、投资小、效益高，而常兴镇
土地肥沃、光照充足，富含硒，最适宜
高粱生长。为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
民收入，常兴镇丰枫土地管理中心与

上乐集团建立健全高粱生产种植销
售体系，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实行统一供种、统一技术指导、
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因地制宜发展
红高粱特色产业。一系列措施调动了
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全镇种植红缨子
高粱2万余亩，预计实现总产量1600
万斤，总产值 5000多万元，带动全镇
务工人员 1000 多名，受益农户近
3000户。

眼下，红缨子高粱已经进入收
获期，该镇积极做好服务工作，确保
高粱颗粒归仓。③5

高雅艺术走进乡村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张红卫 文/图

高粱喜丰收 村民笑开颜
记者 邓丹华 通讯员 杨明华 文/图

画展现场。⑥5

种植户查看红缨子高粱长势。⑥5

县县区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