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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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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玉忠
2014 年 4 月 12 日, 县文联组织了业余文
学爱好者 20 多人去金山岭长城参加第二届杏
花节采风活动。 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兴致极
高。 真是车快行程短,还没过足坐车瘾,车就停
在长城接待处了。
下车后改乘电瓶观光车直驱砖垛口广场。
抬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杏花在青松的点缀下更
加雪白。 这青衬白、白映青的美景令人瞠目乍
舌。只见路两旁彩旗飘飘，人如潮涌。游人纷纷
在杏花树下拍照，留下这美好瞬间。
峰回路转，车很快就停在了会场。 放眼
展望，只 见 广 场 上 方 的 砖 垛 口 上 悬 挂 着“中
国承德第二届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巨大横
幅。 舞台前一支老年鼓乐队正演奏着迎宾
曲，舞 台 上 方 的 幕 布 上 写 着“金 山 岭 长 城 杏
花节”的主办、承办和冠名等单位的名称。舞
台前 摆 放 着 为参 加 庆 典 的 领 导 和 来 宾 而 设
的两排座椅。 广场的东边是十 10 鲜的车模
合影。 广场右侧是承德日报、承德晚报冠名
的车展签字牌。 整个砖垛口广场就是人头攒

动，“长枪短炮”竞相拍照，手机、相机咔咔作
响，欢声笑语不断。
上午 10 点杏花节开幕式拉开帷幕。 各主
办和承办单位领导精彩致辞后，县委书记蔡福
浩宣布杏花节开幕，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和欢呼声，将开幕式推向了高潮。
刚柔并济， 一招一式的陈氏太极拳表演，
显示了老年人的神韵风采，赢得了观众的阵阵
掌声。 那绰约妩媚的车模走秀，更吸引了无数
观众的眼球。 特别是歌唱家彭高平的一曲《金
山颂歌》，把文艺演出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春到金山景色岚，杏花怒放绿松间。
远上长城接云外，炮痕剑气惜当年。
夏到金山绿凝烟，清风细雨草色闲。
密布敌楼曾重甲，缆车徐徐客悠然。
秋到金山霜叶红，精兵名将展雄风。
仰头望断南飞雁，人在深闺第几重。
冬到金山雪漫天，漠漠长城朔风寒
钢枪铁甲军旗猎，一束红梅笑云边。 ”
我县农民诗人王振华这隽美的诗词被音

乐家配上优美的旋律， 在歌唱家精彩的演唱
下，使开幕式落下了帷幕。然而，我们仍沉浸在
那悠扬的歌声中兴犹未尽。直到文联黄主席通
知大家去农家院午餐，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会场。
餐后， 我们一行迫不及待地沿着曲径，一
边赏花观景，一边谈诗论文，心情愉悦，不知不
觉间已登上了小金山长城。
同行中有的是第一次登长城，显得异常兴
奋。我已是第五次了，但心情却和前几次不同。
这次是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我们是有任务的
啊。 你说这能和领学生、陪家人游长城的心情
一样吗？
游长城不光是饱览金山岭的壮观，也是对体
魄的一次检验。 同行中数我年岁最长，已过花甲
奔七十数的人了，但心不慌，腿不颤，只是稍微有
点喘。 而柏青栋老弟就不行了，他有晕高症，登楼
下梯都要扶着台阶一点点的移上挪下。
今天游长城的人特别多， 南腔北调的华
人，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摩肩接踵，络绎不

绝，很多地方都得侧身才能通过。
站在长城上，俯瞰长城内外巍峨秀美的山
峦，远望大金山顶上隐隐约约的望京楼，欣赏
形态各异的敌楼， 抚摸着城墙上的每块古砖，
真使人唏嘘感慨。 长城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
梁！ 她是一座丰碑，镌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形
象。
站在金山岭长城上， 看着这亘古奇观，欣
赏壮丽的景色，让人浮想联翩。 我的心灵在蓝
天白云下净化， 我的情怀像长城一样高远，我
的视野像站在金山楼上一样宽阔，我的激情像
大海一样卷起波澜。 我要放声高歌，歌唱金山
岭文化生态旅游园的壮观，歌唱滦平人民美好
的明天！
感慨之余赋拙作一首以慰这次金山岭之
行：
妩媚金山花先发，捷足踏赏目不睱。
恐惊花中蜂蝶梦，但拣曲径绕山洼。
忽见紫燕碉楼掠，又瞥雄鹰抹云霞。
饥渴呼朋扶缆去，饕餮豪饮在农家。

（一）
你说，
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
风里来雨里去，
田野间艰难跋涉，
农民中摸爬滚打；
跟钱不打交道，
和官没有联系，
苦啊累啊的一辈子，
到最后两手空空，
啥也不剩。
没劲！

甭说大话，
看人家有钱人开豪车住别
墅，
看那些当官的呼风唤雨左拥
右护，
多气派多风光，
你难道就不眼馋就不羡慕？
我说，
算了吧，
说实在话，
有钱未必买得到幸福，
有权难免人前风光人后彷
徨，
做这样的人，
我还真就不眼红不稀罕。

我说，
这样的工作才有意思。
与风为友和雨做伴，
用艰辛为田野书写光彩，
用丰收为农民增添喜悦；
不与钱打交道心里踏实，
不和官有联系腰板挺直，
虽苦虽累的一辈子，
却满满盈盈，
都是幸福。
挺好！

（三）
你说，
那你就甘愿，
做个穷苦一生的农发人，
值得吗？
我说，
老老实实做一名农发人，
用一生穷苦换民富粮丰蓝天
净土，
值了！

（二）
你说，
得了吧，

滦平县首届酒文化节
开展有奖征文活动
滦平县首届酒文化节开幕式于 2014
年 5 月 10 日在承德康熙酒业有限公司隆
重举行， 现面向社会进行以“酒情、 酒
义、 酒品、 酒趣、 酒韵、 酒格” 为主题的
征文活动。
1、 征文活动分为四个类型， 分别是：
诗歌、 散文、 小说； 书法、 绘画； 摄影；
歌曲。
2、 所有征文作品， 均围绕酒文化节活动
主题与品评特产大黄米白酒产生的美好感情而
进行艺术创作。
3、 所有艺术作品及征文按照艺术类
别分设为一、 二、 三等奖， 获奖作品将在
酒文化节闭幕式上颁奖。
4、 推荐优秀作品在各类网站发表。
5、 所有征文概不退稿， 获奖作品主
办方拥有使用和处置权。
6、 征文时间： 2014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
7、 征 文投 寄 邮 箱 ： 滦 平 作 协 luanpingzuoxie@163.com
8、 邮寄地址： 滦平县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 滦平县城文化广场五楼文联办公室
（收）， 所有来稿请标注“征文” 字样。

灯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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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孝敬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赵艳菊

为弘扬中国传统酒文化，传承古法酿酒工艺，倡导文明健康消费理念，提高酒文化研究水
平，促进县域酒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近日，我县首届酒文化节拉开帷幕。 本届酒文化节活动
历时 43 天，分为颂酒、赏酒、种酒、畅酒四个篇章。 图为酒文化节上小朋友在表演醉拳。
王孝忠 摄

巴克什营镇搞好“三个结合”建设京北强镇
（
上接第一版） 北京城建集团的旅游风情
小镇和平泉润隆公司的双孢菇生产项目，
努力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8 亿元以上。
与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紧密结合。 该
镇从村庄规划和水、 电、 路、 讯等基础
设施建设入手， 全镇 10 个行政村继续
投入到“美丽乡村” 建设中来， 进一步
依靠群众， 激发内生动力， 建立和完善
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长效机制。 截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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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共投入 10 余万元， 出动铲车、 钩
机 和 各 种 运 输 车 辆 200 余 台 次 ， 人 工
900 余人次， 清理村庄、 公路沿线、 河
道 及 房 前 屋 后 各 类 垃 圾 4232 立 方 米 ，
清理杂物 576 处， 清理残垣断壁和路障
136 处， 农村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与维护农村稳定紧密结合。 通过进
村入 户 、 心 与 心 的 交 流 ， 面 对 面 的 沟
通， 加上为民务实的举措， 让群众看到

党员干部的明显变化， 促进了一大批群
众 反 映 强 烈 、 长 期 未 能 解 决 的 “钉 子
案”、 “骨头案” 得到及时解决。 截至
五月初， 共完成案件调解 75 件， 息访
68 件， 息诉罢访率为 90.6%。 同时， 加
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以“百善孝为
先” 评选活动为载体， 共评出好儿媳 24
名， 为提高村民的文明程度， 促进农村
和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接第一版）目前，已发展无公害蔬菜
品种认证 60 个， 绿色蔬菜品种认证 30
个，有机蔬菜品种认证 9 个，有机果品认
证 1 个， 无公害畜禽产品认证 58 个，有 实现工业产值 72 亿元，实现利税 15 亿。
机畜禽产品认证 1 个。
与此同时， 我县全力打造承德张百
湾新兴产业园区，依托其在全市“1+3”新
兴产业发展平台中的区位和先行优势，
工业：夯实承接京津产业“绿色平台”
大力提升完善园区基础设施， 努力把张
“我们用当地丰富的方解石作为原 百湾新兴产业示范区建成京北最具活力
材料生产这个石头纸， 不仅可以代替传 的产业聚集区， 打造京津新兴产业承接
统的可再生纸张，而且耐撕扯、防水效果 “洼地”。
好，最重要的是在生产过程零污染、零排
我县采取 BOT 等多种融资建设手
放。 ”承德鑫悦隆环保纸业有限公司项目 段，破解示范区建设资金困难的瓶颈，大
负责人金文龙指着已经落户张百湾新兴 手笔、 高起点加快园区起步区的基础设
产业示范区。 正在加紧建设的“石头纸” 施建设， 为更好的承接京津新兴产业转
生产线说。
移建设提供了有力施保障。 目前， 总长
我县积极把生态的理念融入到工业 7.58 公里的“一横四纵”道路工程、一期 2
产业整合提升中来，发展多元循环工业， 万吨供水工程、35KVA 变电站工程、综合
在夯实县域发展经济基础的同时， 为承 管网工程等水、电、路、讯、气、暖、排污和
接京津产业打造设施健全、 生态优美的 平场等“七通一平”工程基本完成，12 万
绿色平台。
平方米园区绿化工程也已经开工建设。
将县域 137 家冶金矿产企业整合为
11 个矿业集团，淘汰落后产能，提升科技
三产：构建京津休闲养生“后花园”
含量改造传统产业。 并结合承德建设中
“喜欢摄影，以前来金山岭要不自己
国最大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的机遇，
发展钒钛磷综合采选和深加工产业，推 开车，要不就只能跟团。 不仅费用高，而
广尾矿利用技术，延伸产业链条，逐步改 且时间上也不能尽兴。 这回开通旅游直
善矿区环境，“点石成金” 实现资源型经 达班车，就便宜方便多了！ 随时想来就能
济向循环型经济转变。2013 年，我县共改 来。 ”来自北京的摄影爱好者王先生说。
建完成或在建矿产综合利用项目 40 个， 从清明节起， 北京直达金山岭长城旅游
其中有价元素提取项目 13 个，新型建材 专线班车正式开通，每天早 8 点发车，旅
项目 5 个，胶结充填项目 10 个，覆土造 游专线车全程高速，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田项目 12 个，总投资 118.6 亿元。 预计到 可直达景区。
2015 年尾矿综合利用量达到 4700 万吨，
我县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从吃、

住、 行等方面不断完善旅游产业的基础
设施， 全面构建承接服务京津市民休闲
养生游玩“后花园”。
我县综合整合县域南部京承旅游路
沿线两镇三乡区域内的生态、 御路和民
俗等多种资源， 抓住建设普通话体验区
的有利契机， 深入挖掘京承御路沿线的
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融合自然
景色与人文风光、 连接现代文明与历史
底蕴， 重点突出自身文化资源的独特性
和不可复制性，连点成线、汇线成面，将
文化优势转化成为可产生效益的资源。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以文化旅游为主
的第三产业， 我县加速推进金山岭生态
文化旅游经济区建设， 打造京津休闲度
假首选地和目的地。 目前，园区已累计投
入 1.76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概
算投资 80 亿元、规划面积 21.2 平方公里
的凤凰谷项目、划投资 57 亿元的巴克什
营旅游文化产业园项目等 8 个休闲旅游
项目落户园区。
与此同时， 积极谋划引进文博会展、
高端养老、体育休闲、影视基地等高端服
务业项目， 推进文化旅游产业提档升级。
与北京电台、《北京商报》 等 20 余家媒体
建立合作联系，借助全球华人中国长城散
文诗歌金砖奖征文、 金山岭长城徒步大
会、长城杏花节等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型
活动， 吸引国际、 国内高端人才休闲度
假。 充分发挥普通话之乡的优势，谋划建
设“中国语言博物馆”，打造普通话文化
体验区。 2014 年计划旅游人数和收入分
别达到 50 万人次和 5000 万元， 同比均
提高 25%。

借得东风满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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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刚过， 很多朋
友在聊天的时候都会相互
询问：给妈妈买什么了？怎
么陪妈妈过的节？…… 相
互的询问中多少能感受到
为人子女对母亲的尊重与
孝敬。的确，天下每一位母
亲都值得尊重， 从十月怀
胎到一朝分娩， 儿女诞生
的背后是母亲的一场劫
难， 无论怎样孝敬母亲都
是应当的。
母亲节虽是西方的节
日， 但它的存在却也提醒
了忙碌的人们要常怀感恩
之心， 时刻记住回报自己
的母亲。 当然，尊重母亲、

孝敬母亲不该是一天的应
景之作， 而应是每天的必
修课；不该是表面的行动，
而应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诚
意。 除了尽力满足她们的
物质需求， 还要记得在忙
碌的间隙打打电话、 发发
短信、报个平安，空闲的时
间回家看看， 陪她们做一
顿饭、遛一次弯、看一场电
影……给予她们精神上的
慰藉。
真心希望天下的儿女
都能把生活中最简单的场
景变为最温馨的回忆，把
孝敬的阳光， 传递到生活
中的每个角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立行立改见实效
（上接第一版）为全县所有 210 个行政村居 协调，为城乡养老险参保人员每年补贴 100
委会安装 POS 机 220 台，实现全县 3.5 万新 元手机话费， 为全县 12 万参保人员开通手
农保群众领取待遇不出村；妥善解决启星矿 机查询服务，最终实现手机参保缴费。
业井下 178 名特殊工种员工提前退休认定
建章立制确保长效。 制定完善了首问
问题，消除了职工和企业后顾之忧；聘请专 负责制、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责任追
业教师为农民举办实用技术培训 40 余班 究、工作奖惩、廉政勤政等制度。 针对工作
次，参训农民 1700 余人次；积极与移动公司 程序不规范问题， 修定完善了议事规则、

政务公开、优质服务、档案管理、公物管
理、印章管理、信息报送、车辆管理等 13
项制度。 班子成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
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
好局面。 截至目前，该局有 4 项业务工作
受到上级表彰与肯定，群众“三评”满意率
较活动之初上升了 8 个百分点。

（上接第一版）展览中国传
统酒 器 、 酒 具 、 老 酒 ； 种 酒
篇将祭酒神、诵祭文、种白
酒， 其中种白酒就是收藏
人们亲手接取的大黄米原浆白酒，选用最
适宜贮藏白酒的陶制酒坛，在地下两米深
放置，再用新鲜酒糟覆盖、包围，地面种植
绿植，创造恒温、恒湿储藏环境，储藏 3 年
后开启的一个过程，自封坛、“种”酒至开
启整个过程由收藏人直接参与见证；畅酒

协会承办， 是我县服务扶持企业
发展的一项具体举措。
据悉， 承德康熙酒业有限公司
始建于 2003 年，位于大屯乡苘子沟村，占
地 30 亩，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 总投资
3000 万元，年产 3000 吨大黄米白酒，具有
原浆酒 500 吨和件装白酒 20000 件的仓
储能力。 现有工程师 2 人，技术人员 8 人，
员工 80 人， 可生产 36 至 62 度酒篓、酒
坛、余道宽系列白酒。

滦平首届酒文化节拉开帷幕

（上接第一版）

提供零距离服务，记好民情暖心账
北大街社区秉承“尽社区所能、应居
民所求”的工作理念，在街道提出创建“四
个八”服务体系之后，结合本社区实际，不
断深化细化服务内容，加强与群众的沟通
联系，记好民情 4 本账。
全体居民基本情况一本账。 社区将辖
区内每个居民的基本情况 20 余项录入网
格系统，做到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一账清。
困难居民走访帮扶一本账。 北大街社
区全面掌握辖区居民的生活状况，建立了
困难居民档案和帮扶账本，长期开展“访
寒送暖”活动。 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了“走亲连心”活动，每个社区
工作者联系 10 户服务对象， 目前已为群
众办理实事 20 余件。 辖区居民李荣喜儿
子患病，母亲双目失明，自己年岁又大，来
到社区服务大厅寻求帮助，社区工作人员
冯桂珍在第一时间联系办事处，为他申请
了低保救助，缓解了李荣喜的困难。
老居民、老党员、老干部的近情近况
一本账。 为 70 岁以上的老人家里安装了
一键通助老系统， 老人有需求按一下按

篇通过诗歌、散文、小说、书法、绘画、摄
影、歌曲等酒文化节主题征文稿件进行评
鉴、评奖，弘扬和拓展酒文化内涵。
据了解， 此次酒文化节由县委宣传
部、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县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承德
康熙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滦平县酒文化

创新管理 深化服务
键，社区的服务人员就会立刻上门进行服
务。 节假日，社区工作者还会到孤寡老人、
空巢老人家里去慰问走访，让老人感受大
家庭的温暖。 还为 300 多名离退休老干部
建起档案，设立老党员干部意见箱，并经
常召开老党员干部座谈会，提升社区服务
水平的同时丰富老人们的生活。
居民矛盾纠纷调解一本账。 北大街社
区范围大、居民构成情况复杂，出现矛盾
纠纷也比较多， 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社区一律做好调解记录，社区可以解决的
事情实行首问负责制， 社区解决不了，则
在第一时间向上反映，并帮助居民定时查
问，督促事情解决。

培育多层次和谐文化，铺好民需舒心路
社区以“文化”为载体，将居民紧紧凝
聚到社区周围， 专门设立了文化专干，经
常组织与其他社区的学习交流，不断创新
文化娱乐方式，吸引群众不断走进社区。
先后成立了红梅歌舞表演队、 星光戏

曲表演队、琴韵歌友乐队、太极表演
队等八支中老年人娱乐队伍， 参与
人员达 200 多人， 其中年龄最大的
78 岁，社区为队员们提供活动场所、指导
老师、音响设备等，让更多的人欣赏老年人
夕阳红的风采。 此外，社区还为体育活动的
居民提供各种便利， 将社区院内作为广场
舞活动场地，为居民提供设备领舞，组织成
立了太极拳队， 并设置羽毛球、 乒乓球场
地，发动居民强身健体。 此外，每年开展趣
味运动会， 让居民在竞赛中拉近距离消除
隔膜，愉悦身心。 为更好地提升社区文化品
位，每月确定一个主题口号，每周组织一个
小型活动，做到了月有主题、周有活动。
北大街的活动室在二楼，但是楼梯没
有把手， 社区的老干部赵政委是个残疾
人，每次上楼活动都非常不便，社区便申
请资金在楼梯上按了扶手，方便老人和残
疾人来参加活动。 类似这样的小事在社区
内经常发生，一位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居
民李大爷曾对社区的人说，“你们社区真
是为我们搞娱乐休闲铺好了一条舒心路，
场所不用自己找，设备齐全，连老师都给
找好了，还给准备热水、椅子，真是服务到
家、暖到心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