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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可欣）10
月28日，省发改委党组书记、
主任安桂武来我市召开委地
会商座谈会，就白城未来发展
谋划进行深入交流。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
组书记、主任兼省发改委副主
任张立民，市委书记庞庆波，
市长李明伟，市委副书记李洪
慈，市政府副市长吴东文，市
政府秘书长齐晏参加座谈。

安桂武指出，白城市作为
吉林省西部城市，自然资源丰
富、农业优势突出，具有极大
的发展潜力希望白城认真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聚焦建设吉
林西部生态经济区注重规
划发展重视平台谋划利
用好对口合作机会重点打
造好生态环境、生态产业、生
态城市和生态社会，全力建设
生态环境示范区，提升群众幸
福指数。

庞庆波主持会议，并代表
市委、市政府对安桂武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庞庆波
指出，白城发展一直得益于省
发改委的支持和帮助，今后将
聚焦高质量发展，全力抓好政
策项目落实，努力推动白城全
方位振兴。

李明伟汇报了白城市重
大项目谋划情况。

省发改委、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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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英、常樵等一行来白调研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并召开座谈
会。

调研组首先听取了白城市及各县（市、区）关工委工作汇报，
并到洮南、大安实地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到洮南市第一小学、兴隆街道，大
安市公安局、联合乡红权村调研。在洮南市第一小学，调研
组参观了校园内丰富多彩的墙报、寓教于乐的基础设施、多
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在兴隆街道，调研组与街道领导和5位

“五老”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大安市公安局听取关工委

工作情况汇报；在返乡青年大学生采摘园，对大学生回乡创业
给予高度赞誉。

王立英对白城市关工委以党建带关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尤其对“五老”队伍建设、“四自”小组、“两学一创”活动、“绿
色家园”等各项工作的顺利持续开展给予了好评。就下步工作,
王立英强调，要继续抓好以党建带关建工作，发挥各级党委作
用；抓好基层组织建设，保证基层队伍全面开展工作；各级关工
委“五老”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及微信公众号，不断提升工作能力，
拓展工作途径；将传承红色基因等各项常规工作做好做强，持续
将关心下一代工作向前推进。

白城市委相关副秘书长，市关工委领导，洮南、大安市相关
领导陪同调研。

10月4日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
柔柔的光线暖暖地映射在宫彪家新建的大瓦
房上，朱红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宫彪起了个大早，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
新房里，弯腰站在炕沿上，仔仔细细地铺起一
层又一层的褥子。

宫彪打算今天抱着老妈搬进新房子。
宫彪的母亲是通榆县边昭镇天宝村天宝

屯的范淑芹，72岁的范淑芹是屯三星级贫困
户。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手脚严重变形，已经
失去了劳动能力。10多年前老伴一场大病离
开了人世，从此范淑芹便和宫彪生活在一起。

范淑芹住的房子是两间土坯房，老房子
建有20多年了。由于年久失修，屋里阴暗潮
湿，墙皮一块一块脱落下来。

宫彪40出头时，爱人和他办理了离婚手
续。三年前，范淑芹卧病倒炕再也起不来了，
失去了自理能力，吃喝拉撒全靠宫彪来照顾。
媳妇走了，上有瘫痪的老妈下有求学的两个
孩子，宫彪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和平常一样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屋里院外收拾得井井有
条，卧炕老妈也照顾得无微不至。但是宫彪还

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大夫说老妈的病怕风怕
冷怕寒怕湿。老人家的老房子阴暗潮湿，一到
冬天墙上总会挂满白霜，炕怎么烧屋里也暖
和不起来，看着老妈痛苦地蜷缩在被子里，宫
彪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2019年5月，通榆县在精准识别贫困户的
基础上，瞄准经济最困难、住房最危险的贫困
户，全面调查走访，登记造册，将住房困难的贫
困户全部纳入危房改造范围，不漏一户，范淑
芹老人的房子因此被纳入了危房改造工程。

国家给盖新房子了，这是宫彪做梦也没
有想到的事情。盖新房了，老妈再也不遭罪
了，40多岁的男人乐得几宿睡不着觉。

7月中旬，宫彪将老妈从老房子里抱了
出来，暂时搬进旁边的厢房里。在对老房子进
行灭迹一周以后，危房改造施工队走进他家，
开始打地基砌砖墙，半个月以后，一栋崭新的
砖瓦房替代了老旧土房。

“妈，咱们搬进新房子里喽。”10月4日，
宫彪将瘫痪在床的老妈小心翼翼地用被包裹
起来，迎着金色的阳光，大踏步走进了崭新的
房子里。

省关工委领导来白调研

抱着老妈搬新居
●赵玉花

本报讯（记者薄秀芳）10月25日，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绿野》创刊40周
年征文大赛颁奖会议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徐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郢、市政协副主席
符文出席活动。

解放军32183部队医院领导、市文联党组
负责人分别致辞；组委会作了大赛综述，揭晓了
《绿野》创刊40周年征文大赛各奖项获奖者名
单，宣布第三届“321杯”征文大赛正式启动。

《绿野》创刊40周年征文大赛设特等奖、
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赵阳获特等奖，关怀、

李彤君、武秀红获一等奖。邢国明、郑国华、商智
刚、鲁荣鹏获最佳读者奖。

与会领导为获奖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徐辉指出，近年来，市文联团结引导全市广

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论述，植根白城文化沃土，用艺术的方式、优
秀的作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文艺领域呈现令人欣喜的
新变化、新气象。

徐辉强调，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也是历史和
时代交给我们的重托。我们要坚定正确方向，坚
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二为”方向、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准创作导向，始终做到
服务人民、惠及群众，始终做到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始终做到“双效”统一。要创作精品力作，
坚持用生动笔墨讴歌现实生活，聚焦全市“四项
重点工作”，充分提炼扶贫文化、生态文化、廉政
文化等新时期优秀文明成果，热情讴歌各行各
业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书写和记录
让全市人民过上更加美好日子的火热实践，创

作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优、品位更高的精品力
作，让白城地方文化品牌行稳致远。要坚持用工
匠精神悉心雕琢打磨、用传承创新推动文艺创
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团结引领，建强文艺
队伍，服务中心大局，为推动白城高质量发展、
全方位振兴、让全市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
贡献文艺力量。

据了解，今年恰逢 《绿野》 创刊40周
年。40年来，《绿野》引领广大文学爱好者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组织以

“中国梦”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广泛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德
才兼备的优秀文学工作者，推出了一大批在国
家、全省有影响的精品力作，涌现出李杰、丁仁
堂、洪峰、张顺富、凌喻非、朱光雪、夏永奇等
一批全国知名作家，培养了翟妍、李晓平、武
秀红、周云戈、葛筱强等一批年轻力量，创作
出《鲁院日记》《王殿芳小品诗选》《一径长
途》《皇天后土》《鸟知道》等一批精品力作，
斩获100余项国家级奖项，为我市文艺繁荣作
出了卓越贡献。

《绿野》创刊40周年征文大赛颁奖会议举行
第三届“321杯”征文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赫）瑞雪兆丰年。10月24
日晚，我市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为做好今
年冬日城区道路清雪防滑工作，针对雪情，
白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洮北分局以“雪
花就是命令”，迅速启动清雪预案，紧密部
署，全力做好各项清雪除冰工作，最大限度
地预防和减少降雪对市民工作和生活造成的
不便，保障雪后城市道路畅通、交通安全和市
容整洁。

领导重视，部署到位。洮北城管大队第一
时间组织部署清雪工作，做到设备到位、人员
到位，做好随时上路清雪除障的准备。对辖区
主次干道、坡道等重点积雪结冰路段再次落
实了清雪除冰工作责任，确保本次应对降雪
工作有备无患。铲雪除冰车一直在路上,由于
这次连夜降雪，加上气温下降幅度大，车管中

心全体工作人员，顶风冒雪，冲锋在前，克服重
重困难，连夜奋战在清雪一线。为防止路面结
冰打滑、引发交通事故，工作人员在天空开始
飘雪花之时便开始清雪作业，用无声的行动，
给白城增添温暖。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只为
更好的城市面貌，更安全的城市交通。截至10
月25日早晨，全市主干街路路面的雨雪基本
清除，实现了路见本色，不影响车辆通行。

城管部门行动如此迅捷，得益于未雨绸
缪，做足充分准备，全力以赴做好冬季备战。
为进一步提升冬季清雪应急反应能力，科学、
及时、有效地组织调度清雪保障工作，洮北城
管大队,车辆管理服务中心在安排部署冬季
清雪工作的基础上，于10月24日14:30分，
组织全部清雪保障力量开展道路清雪大演练
活动。 （下转四版）

洮北城管以雪为令
奋战清雪一线保畅通

绿水青山金银山 雁鸣鹤舞碧云天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摄影/报道

通榆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保工作开创
崭新局面。他们以“铁拳”治理生态，
誓要守住蓝天碧水绿地，让人民享
受到生态的福祉。环境空气质量各
项指标年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向海水库水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
质量三类水体标准，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截至10月18日，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到262天，优良天数比率
达到90.03%，全县人民实实在在
拥有了蔚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

图①苇荡夕阳仙鹤归图①苇荡夕阳仙鹤归。。图②图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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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
于26日开幕。在这个以了解中国、理解
中国为主旨的重要思想交流平台上，全
球嘉宾对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贡献高度
认可，也对中国继续为开放型世界经济
增添动力倍加期待。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
在知心。共识的背后，是全球对于中国
发展道路的认可与信任。中国道路是一
条坚持独立自主，艰辛探索、苦尽甘来
的自立自强之路，是立足基本国情，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创新之路，是
高扬人民至上，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
的人民幸福之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以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奋斗进取之

路，是胸怀人类命运，追求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

世人看到，中国在这条道路上披荆
斩棘、开拓前进走到今天，也将坚定不
移沿着这条道路砥砺前行、创造未来，
为增进世界人民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威胁与冲击。世
界更加渴望了解中国、读懂中国、走进
中国，期待中国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中流
砥柱发挥更加积极、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历来倡导和衷共济、和合
共生、协和万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到共建“一带一路”，从坚持正确义
利观，到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始终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做世界和
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定位
和底色。

读懂中国，首先就要读懂中国道
路。中国有战略定力，也有应对复杂局
面的能力。一个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
步的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有信心与世
界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未来。

“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道路
●新华社记者 王攀 刘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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