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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相宜
本报通讯员 郑乃谦

这几天，修武县西村乡磨石
坡村67岁的老党员韩满常无论走
到哪儿，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的老伴郭月娥告诉记者：
“今年6月下旬，老韩到解放区上
白作街道春林村参加特级战斗英
雄王忠殿烈士塑像揭幕仪式后，
回到家就犯了心事，成天跟几个
好朋友在一起，合计着要修建韩
秩吾烈士纪念馆。这不，前几天
他约了西村的老郑，俩人又去了
一趟春林村，回来就成了这个魂
不守舍的样子了。”

提起韩秩吾，不善言谈的韩
满常立刻打开了话匣子。韩满常
的爷爷弟兄三个，韩秩吾排行老
三。1903 年，韩秩吾出生在磨石
坡村，1925 年省立师范毕业，同
年加入国民党，担任修武县党部
执行委员，两年后被国民党省党
部任命为豫北特派员。蒋介石发
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韩
秩吾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
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1933
年夏季，他担任焦作扶轮小学校

长，这所学校成了我地方党组织
活动的重要阵地。1938 年 2 月，
豫北特委委员程明升在磨石坡村
组织道清铁路抗日游击队，韩秩
吾积极发动焦作的进步师生和铁
路、煤矿工人参加游击队，并毁
家纾难，设法筹集粮食、枪支，
支援游击队。

为成立修武县抗日民主政
府，1938 年 3 月，韩秩吾、张向
毅作为召集人，组织多方人士在
西村乡艾曲村召开筹备会议。韩
秩吾力推共产党员程明升担任县
长，使得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成
为河南省首个由共产党人担任县
长的县级抗日政权。

“许河事件”后，韩秩吾北上
山西，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42
年 5 月下旬，在反“扫荡”斗争
中，担任华北新华日报社总务科
长的韩秩吾献出了39岁的生命。

如今，在磨石坡村，矗立着
一座韩秩吾烈士纪念亭，但作为
道清铁路游击队诞生地之一的韩
秩吾故居，因年久失修而显得破
败不堪。

记者随韩满常来到韩秩吾故
居，在竹林掩映的故居西侧，一
块韩秩吾烈士纪念碑引人注目。

查看碑文，系由韩秩吾的老战友
张方来、任雷远、李泽、张章等
人为烈士所立。

据韩满常介绍，韩秩吾烈士
的事迹在焦作的地方党史、地方
志中多有记载。2009 年 9 月，韩
秩吾被焦作市委组织部等12家单
位评选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焦作英雄模范人物”。

《修武文史资料》第35辑以《满门
忠烈、名扬太行》 为题，介绍了
韩秩吾及其红色家族的事迹。近
年来，焦作市区有不少红色文化
爱好者专程来到磨石坡村，探寻
革命志士的足迹。可惜的是，英
雄的故事只是留存在书本上，现
实中却没有一处纪念场馆。看到
日渐破旧、已成危房的韩秩吾故
居，来客更是失望。于是，尽快
兴建一处韩秩吾纪念馆，不仅是
全体韩家人的希冀，更是韩满常
心中搁置不下的愿望。

今年年初，焦作市委组织部
等3家单位公布了焦作市首批红色
资源旅游访问点，修武县西村乡
的黑岩村、大东村、长岭村榜上
有名，增强了韩满常的自信。他
的想法得到了本村老干部、老党
员赵继忠的大力支持。他们联系

老党员、抗战老军人的后代和政
协文史员，筹建山门河红色文化
研究会，组织力量挖掘红色旅游
资源，讲好焦作革命故事。

今年 5 月 4 日，一篇以 《西
村，焦作的小延安》 为题的文
章，在 《人民视点》 和 《今日头
条》 同时发表后，焦作市委党
校、修武县委党校负责人专程来
到西村乡，就红色教育基地建设
事宜进行调研。座谈会上，韩满
常表达了磨石坡村乡亲们共同的
心声：自筹资金，建一座韩秩吾
烈士纪念馆。有关领导当场表示
想法具有可行性。韩满常深受鼓
舞，立即向磨石坡村党支部、村
委会递交了申请书，希望能得到
村里和乡里的支持，尽快规划一
处合适的场地。

韩满常说，如果能在磨石坡
村兴建一座韩秩吾烈士纪念馆，
一定会成为修武县全域旅游的新
亮点，同黑岩村、大东村、长岭
村等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一起，构成焦作北山红色
旅游带，既可以成为焦作市对外
展示红色历史文化的窗口，又可
以拉动山区旅游经济，促进山区
百姓脱贫致富。

一个山区老党员的心愿

本报记者 宋崇飞

9 月 13 日，记者走进中站区
李封街道向阳社区统建楼院，看
到老人们在新建长亭里乐呵呵地
拉家常，孩子们在小游园里嬉
戏，电动自行车整齐地停放在车
棚里，呈现出一派温馨和谐的景
象。这是该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工程带来的喜人变化。

半年前，这个由统建楼、社
员之家两栋楼组成的楼院还是中
站区出了名的“老大难”小区，
不大的院落里有居民违建煤球房
62处、配套煤球房40处，几乎将
楼前空地占满。违建的煤球房杂
乱无章，过道窄小，院子里连一
辆机动车都开不进去。两栋楼均
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楼体经
过多年雨打风吹，早已陈旧不

堪，楼梯扶手也破损严重。
自我市开展“四城联创”工

作以来，李封街道坚持“凝聚党
心、服务群众”的原则，加大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力度，充分发挥基层
党建引领作用，广泛开展“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将
党建与居民最关心的居住环境改
善结合起来，激发了居民参与老
旧小区升级改造的积极性。

楼院里违建太多怎么办？党
群一起商量着办！李封街道针对
统建楼院违建数量多、种类杂、
拆除难度大的实际情况，采取入
户家访的方式深入群众，大力发
动群众，倾听居民的呼声，请居
民畅谈对楼院的新期待，并充分
依托党群议事会，引领群众积极
参与老旧小区升级改造。违建房
里的东西怎么处置？街道工作人
员帮着搬。违建拆了建什么？居

民需要什么就建什么。该街道牵
头，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群众代
表召开恳谈会，现场回答居民的
提问，不回避不敷衍，用恳切的
态度、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居民的
理解和支持。在居民的支持和帮
助下，统建楼院内的违建在一天
之内顺利拆除。

李封街道实施老旧小区升级
改造，坚持一个小区一个特色的
原则。根据统建楼院老年人多的
特点，该街道在完善基础设施、
优化居住环境、提升服务功能的
改造设计中，尤其重视楼道、路
面、照明和休闲空间的设计，对
院内地面进行全面硬化，确保平
整干净；新建小花园，添置石
桌、石凳，对灌木丛和草坪进行
修剪，在楼道口和院内多个点位增
加照明装置，确保老人夜晚看得
清、走得稳；根据居民在休闲、绿

化、停车等方面的建议，新建休闲
长亭和车棚，确保公共空间的科学
使用。目前，统建楼院道路整修、
污水管网敷设、室外及楼道照明
设施安装、危墙拆除新建等工程
已全部完工，小区内路面平整，
水电线路整齐，绿树白墙醒目，
还设置了分类垃圾桶，居民们无
不为这喜人的变化点赞。

李封街道在老旧小区升级改
造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党建引领群众工作，以提升群
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为己任，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与半年前相比，
如今的统建楼院实现了美丽嬗
变，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大幅
提升。

做 面子 做 里子 做 服务
——看中站区李封街道向阳社区统建楼院如何实现美丽嬗变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咱
们去玩捉迷藏吧？”“妈妈，我
到同学家去玩。”……9 月 13
日，记者在修武县西村乡艾曲
村采访，发现村里的孩子都说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如今农民富裕了，是不是
农村娃娃被父母送到城里上
学，所以学会了普通话？记
者为此询问艾曲村一名 5 岁女
童的家长。这位家长说：“我
没有把孩子送到城里，我女
儿就在邻近的西岭后村上幼
儿园，幼儿园里的老师都教
普通话。”

据西村乡中心校校长周九
斤介绍，近年来，该乡特别重
视学生的普通话教育，要求学

校老师必须有普通话测试合格
证书，要求学生进校必须说普
通话，即使幼儿园也普遍实行
普通话教育。如今，在西村乡
大大小小的村庄里，即便是西
岭后、艾曲这样藏在深山里的
村子，少年儿童基本上说的都
是普通话。

周九斤说，家长都很支持
孩子说普通话，并以身作则，
在家里与孩子对话也用普通话。

据了解，西村乡说普通话
的人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为了和
游客沟通方便，该乡无论老人
还是孩子，都在努力学说普通
话，连路边卖土特产的老太太
都会说普通话了。

山里娃爱说普通话

本报讯（通讯员刘欣） 连
日来，武陟县龙源街道统筹安
排，迅速行动，全力以赴做好
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该街道一是加大宣传力
度，在辖区各村田间地头设立
禁烧监督岗，通过张贴标语、
悬挂横幅等方式进行宣传，截
至目前已发放禁烧宣传单5000
余 份 ， 张 贴 禁 烧 标 语 800 余
条，悬挂禁烧横幅 300 余条。

二是严格落实责任，与各村签
订目标责任书，将秸秆禁烧工
作压力逐级向下传递，实现全
覆盖。三是加强督促检查，成
立禁烧工作督查组，对重点区
域、薄弱环节进行不间断检
查，确保不留死角，同时设立
禁烧举报电话，24小时受理群
众举报，及时有效处理各种突
发情况。

龙源街道全力做好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韩满常在介绍韩秩吾故居情况。
本报记者 李相宜 摄

⬆今年秋季，云台山景
区水量充沛，飞瀑流泉，星
罗棋布，奇山异水，名不虚
传。

孙庆新 摄

⬅昨日，云台山泉瀑峡
景点幽潭水平如镜，碧水澄
澈，空气清新，绝美风光迷
倒无数游人。

郭浩杉 摄

9 月 10 日，
市住房保障中心
焦东房管所施工
人员在民馨苑廉
租房小区实施楼
顶防水作业。截
至目前，该所已
实施楼顶防水作
业 近 600 平 方
米。

本 报 记 者
刘金元 摄

据 《焦作日报》 报道，
日前，市月季公园“拆墙透
绿”工程完工，一条长1000米
的环园绿道精彩亮相，做到融
路入园、路园一体。老百姓出
门见绿，摸得着、看得着生态
文明，心里更敞亮了。

“拆墙透绿”是“四城联
创”的题中应有之义。增辟开
阔空间，增加街头绿地和公共
休憩空间，让绿色透出来、道
路靓起来，做到“树在城中、城
在林中、人在绿中”，城市的宜
居品质和市民的幸福感自然
大大提升。

“拆墙透绿”是一座城市
开放程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
例如杭州市早在2002年就开
始拆除西湖景区的围墙，还湖
于民，让市民和游客可以24小
时在西湖边休闲和游览。“拆
墙透绿”有助于绿化美化，有

助于方便市民的工作和学习，
有助于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
生活环境，但同时也要求有关
部门改革管理方式，强化服务
职能，突出公益导向，保障开放
安全，要求市民爱绿护绿、文明
游园。我市开展“拆墙透绿”工
作，表明城市的绿化水平和市
民素质迈上一个新台阶，彰显

“四城联创”成果丰硕。
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是全市上下共同的奋斗目
标。以“拆墙透绿”为开端，我
市必将不断增加绿色产品供
给、释放生态红利福利，让公园
变成城市的大花园，真正把城
市“种”在自然里，让市民和游
客可以在城市里守望大自然。

绿色透出来 百姓心敞亮
□象飞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