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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记者来到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永昌社
区，看到社区干部和志愿者正在为
即将举办的“百名老人过生日”活
动做准备。永昌社区是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示范社区，自2002年成
立以来，以增进社区和谐和民族团
结为目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特别是创立于2005年的“邻居
节”，加强了邻里交流，增进了各民
族群众之间的感情，促进了民族
团结。

“ 永 昌 社 区 共 有 居 民 3085 户
7710 人，回族、满族、土家族等少数
民族占到社区总人数的 57%。为了
将辖区各民族居民聚集到一起，让大
家走出家门，相互认识熟悉，相互扶
持帮助，我们创立了‘邻居节’。”永昌
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学梅告诉记者。

据了解，永昌社区的“邻居
节”不仅是节日，也是载体，包括

“微笑邻里 欢乐社区”“和睦邻
里 香飘街坊”“书香邻里 品质社
区”等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发放居

民服务卡，举办迎中秋茶话会、“邻
里欢聚”谈心会、“我心中的好邻
居”演讲比赛等形式，把邻里联谊
活动搬进社区楼栋家庭，密切了邻
里关系，增进了邻里友谊。“大家最
期待的是每年的社区百家宴，家家
准备好拿手好菜，几百人围在桌子
前，吃着美食聊着家常，既是一个
欢乐的聚会，也是一个温馨的大家
庭。”社区居民杨大姐说。

正是有了“邻居节”这样的好载
体，永昌社区无论是社区文明建设还

是民族团结建设都走在了吴忠市前
列，各民族互帮互爱，创造了良好的
社区气氛。

10多年来，永昌社区“邻居节”活
动不断丰富，催生了“热心人”王秀玲、

“好女儿”金红英、“好楼长”顾长有、
“调解员”张建英等一批先进典型，涌
现出了和睦楼栋550个、十佳和谐家
庭1200户、十佳志愿者490名、十佳
互助好邻里 860 名、十好进家庭 127
户。社区还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社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永昌社区——

“邻居节”里增感情 建起温馨大家庭
本报记者 拓兆兵

山西省平遥县一个名叫北营
村的村庄，时值金秋，田间一望无
际的玉米正在加速成熟，村内的
巷子里停着各式新款的小汽车。
这里就是英烈冀云程的故乡。

冀云程，原名冀步青，1910
年出生于山西平遥县。1927 年
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大学期间，
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
的刊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
组织。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 年 5 月，冀云程受党指
派在共产党员吉鸿昌领导的抗日
同盟军中做政治工作。6 月，随
同盟军主力北上抗击日寇，在部
队中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并参加
了收复多伦市的战斗。抗日同盟
军失败后，回到太原，负责革命互
济会工作，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同
志和爱国进步青年，恢复和重建
地下党组织。

中共山西工委改组后，冀云
程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和要求，与
其他党员一起打入阎锡山的“中
国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
社”，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
他还推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的校
长在太原创办了《乡村小学教育
周刊》，并担任该刊主编，宣传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动员民众投身抗日
斗争。

1936 年 2 月，中共中央为推
动全面抗战，决定长征到达陕北
的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
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东渡黄河
进入山西，挺进抗日前线。山西
地方军阀阎锡山十分恐慌，发布
反共法令，悬赏缉拿共产党员，太
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冀
云程临危不惧，把朱宝善、赖若愚
等地下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转移出
城，自己坚守岗位。

1936 年 3 月 3 日，冀云程不
幸被捕，被关押在太原警备司令
部军法处。敌人先用高官厚禄引
诱他，眼见无效又对他施以各种
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同敌人
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坚决斗争，
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
品质。

3 月 26 日，反动军警将他押
往太原大南门外刑场。赴刑场途
中，冀云程面无惧色，高呼“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
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冀云程英勇就义，年仅26岁。

“革命战争年代，以冀云程
为代表的北营村人积极投身革
命，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出了
多位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北营村
是交公粮的先进村。改革开放后
村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不等不
靠，自主经商致富。我们有一种
信念，如果不能把自己的日子过
好，就对不起先烈的付出；如果
我们不能把先烈的精神继承、发
扬好，就对不起先烈流的血。”
村党支部原书记王秉福说，“我
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更多
的后生们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文/新华社记者 许 雄
（新华社太原10月7日电）

冀云程：“威武不屈，富贵不淫”

国庆假期，在山东泰安最大
的健身公园——生态绿地健身活
动公园，随着泰安市足球联赛首
场比赛开赛，该公园正式启用。
今后，泰安市民可以在这个占地
192 亩的公园挥洒汗水、享受
快乐。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片土地
曾是不少开发商看中的黄金地块
——地块位于城区核心位置，紧邻
文化艺术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土
地平坦并且已经完成征地拆迁工
作。这片土地怎么用？商业开
发？建设公园？一面是在黄金地
段，估值近10亿元，一面是3000
万元的建设成本及持续不断的管
理维护投入。

泰安市委、市政府给出的答
案是：最黄金地段留给老百姓。

“城乡规划建设优先安排民生工
程，财政支出优先落实惠民政策，
老城区改造优先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要坚持把最重要的资源拿出
来满足民生事业。”泰安市规划局
局长吕桂平说。

公园以生态绿地为主，兼顾运
动健身，从立项到开园仅用时2个
月，建成1个标准足球场、4个笼式
足球场、5个篮球场、1个网球场、
部分乒乓球台及停车场地等配套
设施，并向市民免费开放。

记者了解到，泰山景区游客
换乘中心实现部分启用。这片土
地位于泰山脚下、市政府东侧，面
积达 56 亩。“换乘中心的建设目

前来看是主动选择，但对于长远
来说，则是一种未雨绸缪。泰安
作为一座著名旅游城市，没有良
好的公共配套，就不会有可持续
的发展。”泰山景区规划建设土地
局局长杨永伟表示。今年国庆假
日期间，新的生态停车场对外地
车辆免费开放。未来，这里还将
是直达泰安各景区的重要枢纽，
促进形成以泰山为中心的大旅游
格局。

在健身公园、生态停车场启
用的同时，岱北文化公园也在施
工。这座公园位于历史文化名城
核心的岱庙以北，老城区共改造
出 136 亩土地，市场估值 7.5 亿
元。本着“尊重历史、留给游客、
造福后人”原则，这一地块“只拆
不建、异地安置”，概算投资18.9
亿元。

在城区用地越来越紧张的现
状下，泰安市在建成区规划14处
综合公园、6 处专类公园、8 条沿
河带状绿地，努力使绿色成为泰
安最鲜明的底色；规划14处体育
休闲基地、5条自行车健身绿道、
4条滨水健身步道、3条登山健身
步道，为市民游憩、休闲、健身提
供平台。

“惠及民生舍得投入，我们
‘赚’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赚’来的
是百姓对城市发展的参与度、关
联感和获得感。”泰安市委书记崔
洪刚说。

山东泰安：

寸土寸金地留给市民健身用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柳 萍 秦承娇

今年9月19日晚，浙江省湖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钱三雄来到吴兴区龙
泉街道暗访。在该街道的紫云小区
内，车辆停放随意占道，他当场责成
相 关 部 门 马 上 解 决 ，并 要 求 举 一
反三。

自去年 5 月份起，为全面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钱三雄每周利用
一个晚上进行“市长夜巡”，这是第68
次，已累计解决重大问题180余个，跑
遍了湖州的社区村居、大街小巷、餐馆
商铺和工地路段。

熟悉他的人都说，“钱市长办事，
速度快！今日事今日办。盯住干、马
上办；不听汇报、直奔现场”。

长期以来，钱三雄有个规矩——
3个“不过夜”：文件处理不过夜、常规
事项研究答复不过夜、群众来信批阅
不过夜。群众来信，封封必看、件件必
批，还要结果、要回音，去年以来他自
己处理的群众来信就有360多封。同
时，明确要求各部门间会办的事项必

须 3 天之内给予答复，逾期不作答复
或者无正当理由否决，一律视为同意。

其 实 ，“ 快 ” 的 背 后 离 不 开
“实”。钱三雄在工作中给人最深的印
象是敢于碰硬实打实。比如说土地问
题，特别是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用
而未尽、建而未投、投而未达标的

“五未”土地，处置难度一直很大。
钱三雄经过深入调研，结合湖州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发展中存在的用
地粗放、土地资源错配、低效配等问
题，提出开展专项处置，实现“有限
空间、无限发展”。截至 8 月底，湖
州共排摸“五未”低效用地 9.56 万
亩，相当于年均供地量的3倍，消化
处置 5.85 万亩，腾退土地 3.18 万
亩，保障了785个项目落地。

为提升用地质量，湖州市将“标准
地”改革列入今年市政府55件重大事
项和下半年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在
浙江省“标准地”指标的基础上，他提
出了亩均税收30万元以上、亩均固定
资产投资强度400万元以上和亩均产
值500万元以上的“345”项目准入指
导标准，并指导确立了包括创新水平、
研发投入占比、品牌等个性化指标在
内的指标体系。截至 8 月份，湖州新

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宗数占比为
91%，面积占比为96%，两项指标均居
全省第一。

浙江华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湖
州市本级首宗“标准地”竞拍得主。谈
起“标准地”改革，企业负责人范文超
告诉记者，“听说区域综合评价后项目
专项评审可简化为报备登记，办理方
便了，也省了不少钱”。该项目区域环
评、区域洪评、区域能评都实施了降级
审批，节省制度性交易成本10万元左
右。拍得土地之后，开发区代办员迅
速介入，实施“标准地+一窗代办”，实
现企业少跑腿甚至不跑腿，节省审批
时间三分之一。目前，项目已取得施
工许可证，准备开工建设。

再比如，城市建设的项目遗留问
题。谁都知道“这种事情不好做”，
但钱三雄回应说：“城市发展有需
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这样的事为何
不做？”

钱三雄主动牵头、靠前指挥，每周
利用一个晚上研究部署督办建设项目
遗留问题清零工作，仅用42天就完成
了历时10多年、684户、118.4万平方
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南皋桥集镇专项行动推进中，

他提出“分组包干、由北向南”逐户
推进模式，打消了征迁户“先签约失
利、后签约得利”的顾虑，仅用时
23 天就完成拆除，43 户“钉子户”
全部顺利签约，为湖州腾出了约300
亩发展空间。

针对湖州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
领域重点难点问题，钱三雄建立了招
商引资每月例会、城中村改造攻坚每
周例会、重大改革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每半月例会、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每半
月例会等制度。

“作为市长，工作抓得这么深入、
这么严格、这么坚持，对我们基层干部
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湖州开发区
龙溪街道党委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原
先，该街道罗师庄村流传着一句话，

“村里空地种满菜，道路中间横着车，
房前屋后堆着山，楼栋之间挂着网”，
今年5月份“市长夜巡”后，罗师庄村
由街道领导包片负责，机关和社区干
部全员参与，经过 77 天的集中整治，
实现了小区面貌大幅提升，成了全市
城中村改造的标杆村。

2017 年，湖州市 18 项主要经济
指标增幅居全省前 3 位，今年上半年
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全省第一。

敢 于 碰 硬 实 打 实
——记浙江省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钱三雄

本报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傍晚，云南楚雄市鹿城镇栗子
园社区迎来了最欢快的时刻。广场
上，彝族大爷大妈欢快地跳着左脚
舞，汉族、彝族、回族、苗族的孩
子们在一起尽情追逐嬉戏，其乐融
融。这样一个多民族社区和谐融
洽，与2013年栗子园社区开始的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密不可分。

栗子园社区是一个由青山嘴水
库片区搬迁移民组成的新社区，居
民来自 2 个乡镇的 4 个村委会 34 个
村民小组，7000 多人分属 11 个民
族。社区在强化民族团结进步的基
础上，努力帮助各族群众掌握新的

技能，适应城市生活。他们从培训
入手，开设计算机、烹饪、保安、
物业、美容美发、家政、餐饮服务
等技能培训。社区管委会举办居民
就业专场招聘会45场，提供各类用
工岗位9716个，社区适龄劳动力就
业率保持在96%以上。

为使社区居民能够安心生产生
活，社区党总支、管委会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增强各民族居民对社区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管委会设
立民族宗教工作专职人员，建立了
少数民族户口册和云南省城市少数
民族聚居社区统计分析系统。社区

设立了矛盾纠纷调解室，自2013年
被列为民族团结创建示范社区以
来，共接待调处化解矛盾纠纷2607
件；还设立了民族宗教、人口管
理、民政、医疗、劳动保障等服务
窗口，方便居民办理相关业务。

此外，社区积极引导居民尊重
其他民族的生活习惯，还开设了

“爱心课堂”，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周
末为各民族的孩子讲授音乐、美
术、书法、演讲、朗诵等，为外出
打工的各民族居民解决后顾之忧。

在各民族居民的相处中，社区
通过组织开展丰富的文体娱乐活

动，增进文化认同和相互了解。社
区先后建起农家书屋、篮球场、民
族之家网页、民族文化大舞台、民
族文化长廊和民族健身场所，聘请
文艺专业人士培育各民族文化人
才，并引导和组织小区中各民族居
民参与各类文体活动。截至目前，
社区已组建4支民间文艺队、1支业
余花灯队，参演居民达360多人。

2016 年 12 月份，栗子园社区被
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示范社区。通过示范创建，
该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的道路越走越
宽，居民的生活质量日益提升。

云南楚雄市鹿城镇栗子园社区——

民族团结一家亲 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报记者 周 斌

10 月 6 日，正在加紧建设的蒙华铁路汉江大桥。该桥全长 5242
米、最大跨径248米，位于湖北襄阳市境内的汉江上，与二广高速公路
汉江大桥并行。蒙华铁路是国内最长运煤专线，北起内蒙古，南至江
西，开通后年输送能力可达2亿吨。 王 虎摄

这是10月7日无人机拍
摄的峰峰矿区跃峰渠景观
大道。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
峰峰矿区积极推进农村公路
建设和维护，努力打造农村
公路生态廊道，带动沿线产
业发展，让广大群众享受“四
好农村路”带来的便利和实
惠，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河北邯郸：

打造“四好农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