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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南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尕庆村

河曲草原上一位平凡的老人。但在

青南牧区，人们提到索南都会竖起

大拇指，因为他是践行群众路线的

时代楷模，帮扶济困、助人为乐的优

秀党员。近年来，索南连续获得 80

多项荣誉：2004 年被评为省级劳动

模范，2005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2010 年省委授予他“玉树抗震

救灾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11 年

省委组织部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2014 年获“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个人”称号，2016年索南一家

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河曲草原上的良好家风

索南的家，是政府出资修建的三

间普通瓦房。走进客厅，一面墙柜里都

是他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其中最为醒

目的是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的证书。

他说，家庭和睦才能织就幸福生活。

索南所在的村庄，那里每年 11

月至次年4月均为高寒时节。早年，

他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在党和政府一

系列惠民政策的指引下，他逐步转变

观念，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科学养畜，

合理经营，一步步走上了富裕之路。

索南老人说，他们家的家风家

教就是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勤俭持

家、和睦团结、正直做人、踏实做事，

做任何重要的决定全家人都要商量

着来。索南一直是全家人的榜样，全

家人都支持他的帮困之举。

“岳父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我

们全家人都一直在支持他的任何决

定。我经常教育女儿，长大以后也要

向他学习，成为一个善良、乐于助人

的不平凡之人。”索南老人的女婿才

华说。才华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但

也患有疾病，妻子病了四年，女儿还

在上学。在这样的情况下，索南老人

还总是告诉一家人，要尽自己的力

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河曲草原上的党员典范

长期以来，草原上的牧民们过着

逐草而牧、逐水而居的生活，村里水、

电、路、定居点、畜棚等基础设施相对

落后。为了使牧民群众走上富裕之

路，索南和村两委班子日夜走村串

帐，分析总结脱贫之道。2001 年至

2004 年，他发动群众自筹资金修建

了通村公路，还把分散经营、规模小

的牧民组织起来成立牧业合作社，改

良畜种，优化畜群结构，壮大集体经

济，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索南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要尽自己党员的职责，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索南如今已离任村党支部书记5

年多了，但一有时间，他还戴着党徽到

镇里、村里，教育引导老百姓要感党恩，

谋生产，用自己的双手努力脱贫致富。

河曲草原上的雷锋之举

在河曲草原上，人们看到索南，

就仿佛看到活雷锋：2001年至 2004

年年底担任村支部书记期间，他为

村里的贫困户旦培捐款 1万元渡过

生活难关；组织村民为本村育肥基

地捐 100 只羊作为村社扶持资金；

给甘肃碌曲县玛俄乡红科村的一个

因病致贫的牧民家捐献 100只羊和

9头牛；给同仁县麻巴乡银扎木的娘

毛卡支付4000元的医疗费用；向乡

政府完小捐款 1 万元，改善学校办

学条件。当得知三社科布一家穷得

揭不开锅时，他捐出了 10 头母牛；

当赛尔龙乡尖克村残疾人果布一家

为过年发愁时，他将 6000元钱送过

去……近几年来，他累计为本乡和

外地的困难群众捐畜 375 头（只），

捐现金6.87万元。

他说，十几年前，他家穷得揭不

开锅，妻子又生病多年。就在那时，

政府帮扶他家重新站了起来。虽然

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但

从那时起，他产生了一个信念：只要

自己有能力，一定要帮助别人。

2008 年，他以特殊党费的形式

向汶川灾区捐款 5000 元；2010 年，

他向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灾区捐

献了100只羊并多缴党费600元，帮

助他们早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当

政府奖励他 2 万元现金时，他却赠

给了扶贫办。他说：“是因为党和政

府对我的关心让我的日子好起来，

同时，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我想

用自己的行动去为受灾群众和困难

群众尽一点微薄之力，让他们多一

份战胜困难的信心。”

让雷锋精神在河曲草原上绽放光彩
——记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索南家庭代表索南老人

旦正措

近年来，江西省安福县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扶持毛

竹精深加工产业发展，全县毛

竹精深加工企业达 20 家，安置

180 余贫困户就业，贫困户稳

定脱贫。图为近日安福县洋溪

镇南安村村民在竹艺公司扶贫

车间忙碌。 刘丽强 摄

本报讯（胡琼瑶 胡曼）近日，

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九批全国“一

村 一 品 ”示 范 村 镇 名 单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新 洲 区 旧 街 街 石 咀 村 等

18 个村镇名列其中。目前，湖北

省 全 国“ 一 村 一 品 ”示 范 村 镇 达

到 125 个。

近年来，湖北把推进特色产业

发展作为强村富民、产业扶贫的重

要举措来抓，大力培育“一村一品”

专业村镇，特色产业呈现蓬勃发展

态势。据调查统计，全省“一村一

品”村镇超过 1600 个，其中，专业

村超过 1500 个，专业镇超过 100

个，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带动农

民增收、促进农村繁荣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此次湖北入围的 18个村镇为：

武汉市新洲区旧街街石咀村、南漳

县板桥镇董家台村、松滋市王家桥

镇、秭归县水田坝乡王家桥村、丹

江口市习家店镇、竹山县竹坪乡、

云梦县隔蒲潭镇大余村、麻城市福

田河镇、黄梅县独山镇、嘉鱼县高

铁岭镇、随县环潭乡柏树湾村、鹤

峰县燕子镇新行村、来凤县翔凤镇

老茶村、咸丰县小村乡、潜江市老

新镇秀河村、天门市九真镇明庙

村、钟祥市柴湖镇罗城村、大冶市

陈贵镇华垅村。

本报讯（沈孙晖 吴敏
勇 张根苗）国庆期间，由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泗洲头

镇在吉林延边敦化官地镇

岗子村出资援建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正式投入使

用。这是象山与敦化协作

帮扶工作不断深入、协作

内容逐渐细化的又一有益

实践。

岗子村现有村民 316

户共998人，乡亲们以种植

玉米、大豆为主，村内没有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今年，在敦化市农业

农村局协调下，泗洲头镇

到该村调研后，决定出资

10万元援建村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据了解，该文明实践

站 采 用 彩 钢 房 建 设 ，共

220 平方米，主要职能有

主题宣传、志愿服务两大

类。文明实践站将搭建理

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

务、科技科普服务、健身体

育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和

乡风文明建设七个主题宣

教平台。同时，组建由党

员、村民志愿者、爱心人士

及包保单位等群体组成的

志愿服务队伍，为当地提

供政策宣讲、文化交流、矛

盾化解等形式多样的乡村

服务项目，切实改善当地

民生。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也是励志脱

贫的“加油站”。岗子村党支部书记

徐文有介绍，村里还将以实践站为

载体举办专题讲座，讲述创业致富

故事，挖掘脱贫励志典型，进一步增

强村民艰苦奋斗、脱贫致富的动力

和信心。

下一步，泗洲头镇将结合该村

实际，通过培训村民、提高村民、富

裕村民，走出一条集政策宣传、村民

培训、教育脱贫、崇贤尚德的协作帮

扶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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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18个村镇上榜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2017 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

领导小组正式公布首批书香城市建

设先进市（县、区）名单，宿迁市泗阳

县成为苏北唯一入列县区。作为江

苏首批“书香之县”的泗阳，历来高

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为引领社会

文明风尚注入持久动力，让江苏宿

迁泗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处处散发

书香。

筑牢阵地
让阅读方便随心

推进全民阅读，宿迁泗阳人首

先是筑牢阅读阵地，让群众读起书

来方便随心，舒畅惬意。

为满足更多群众阅读，宿迁泗

阳建成运行国家一级图书馆，年新

增图书 2万余册，馆藏图书 50余万

册；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

级支中心和乡镇基层点、村居农家

书屋；乡镇文化站均高标准建成图

书室；率先建成县、乡、村三级阅读

文化阵地网络。泗阳县机关、企事

业单位广泛建立职工书屋、阅览

室；城区多处设立书报亭、阅报栏，

村镇有图书室、小区阅览室、公共

读书点等；编就“十分钟读书圈”

“一里路读书点”阅读网络，形成以

县图书馆为龙头，24小时自助图书

馆为辅，乡镇文化站图书室为纽

带，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职工书

屋、学校图书角为基础的三级读书

服务体系。

为了进一步扩大“书香泗阳”的

影响力，体现图书馆为市民服务的

价值，宿迁市泗阳县在西康健身中

心建成了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位于

城西人口密集的西康健身中心，由

于距离县图书馆较远，城西居民的

阅读需求一直得不到充分满足，为

此，宿迁市泗阳县图书馆与众兴镇

政府沟通协调后，决定在城西建设

一个集办证、借书、还书、查询和电

子报刊阅览等多功能为一体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宿迁市泗阳县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面积约 80平方米，

安装有自助借还设备和电子阅览设

备，藏书1万余册，涉及科技、文学、

名著等。

建立国学馆，为孩子讲授、传播

国学经典启蒙读物，弘扬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让孩子在学中玩，玩中

学，最大限度激发少年儿童的阅读

兴趣。少年儿童馆全年 365 天免费

开放，通用借阅证，还提供网络续

借、电话续借等服务，并经常性地

开展各种与少年儿童相关的文艺

活动。

此外，宿迁市泗阳县还在全国

率先提出开展乡贤读报团工作，集

中向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五

老”人员、好人群体以及村组干部组

成的乡贤读报团成员赠阅重点党

报，并组织他们以不同形式开展宣

讲宣传活动。此举成为了丰富广大

干群精神生活的民生工程，传播党

和政府声音的宣传工程，抢占农村

地区舆论阵地的意识形态工程。

搭建平台
让阅读人人用心

近年来，宿迁泗阳始终把搭建

好全民阅读平台作为推进全民阅读

的主抓手，开展各类活动，制订各种

举措，激励干群人人用心，多读书、

读好书，提升全民阅读热度，以此壮

大书香泗阳品牌。

举办全民读书节。每年举办全

民读书节期间，宿迁市泗阳县都举

办系列读书活动、经典诵读活动。

政府每年都购进发放经典书籍 5万

余册丰富学生、市民阅读量；“市民

讲坛”、“泗水讲坛”实行省内大家

讲、地方文化名人讲和视频讲座相

结合的方法，每月举办一次；健康

讲坛、主题征文、演讲比赛、图书漂

流等活动定期开展，保证阅读活动

的生命力。

同时，宿迁泗阳还借助数家银

行、一百余家省市级文明单位和工

业企业，编印发放《泗阳市民文明生

活手册》5万多册，援建阅报宣传栏、

图书阅览室、体育健身点130多处；

开展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捐书送农

家、共建图书室”活动，共募捐书籍5

万余册；通过“三送”活动送书下乡

17.3 万余册，为百万民众送去热气

腾腾的“文化盛宴”。宿迁市泗阳县

干部职工、学生等也积极向公共阅

览室捐赠图书，每年捐赠各类图书

达8万余册。

营造氛围
让阅读深入人心

宿迁泗阳人在营造阅读氛围方

面更是下足功夫，让阅读最终能深

入人心！

从 2009 年起，宿迁市泗阳县委

始终要求领导干部带头，推进全民

阅读，建设书香城市。为了让领导干

部和民众都能学个够，宿迁泗阳设

立了全民读书专项经费；2011 年对

县图书馆进行了改造，图书馆现已

有藏书 50 万册，被评为“国家一级

图书馆”；而宿迁泗阳的全民阅读领

导小组，更是整合各类资源精心打

造了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干部学

堂、市民讲坛、泗水讲堂“三大”学习

平台，引领全县读书活动不断向纵

深发展。

阅读使人明智高尚，让人文明

优雅。宿迁泗阳正在全民阅读的道

路上拾级而上，催生出“泗阳好人”

现象。泗阳还获得江苏省文明城市

和全国文明县城等荣誉称号。时下

全国学习之风大兴，让崇文尚学的

宿迁泗阳人更加感受到一股向上的

力量。“只有学习之风不‘欠’，才能

增强本领，拥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让发展也不‘欠’。宿迁泗阳追求的

是市民人文素质提升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双赢。

全民阅读为引领
社会文明风尚注入持久动力
史少佳

江苏
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