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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赵丹丹 孟含琪

2020 年 7 月 2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
山花园社区，了解社区党建、基层治理、
为民服务的情况。时任社区党委书记吴
亚琴告诉总书记，近年来他们构建起社区
党委－网格党支部－庭院党小组－楼栋
党员家庭户“四级”党建网络工作体系，以
及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管理体
系，把社区治理和服务延伸到了最基层。
总书记勉励社区工作者，再接再厉，寓管
理于服务之中，进一步搞好为民服务各项
工作，把家园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

长山花园社区办事大厅里人流不断，
吴亚琴迎来送往，走路带风。个不高，腰杆
儿站得溜直，盘在脑后的头发一丝不苟，白
衬衫外的红马甲，衬得她面颊红润。

咨询的、办事的、取东西的，居民来
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无论谁进来，
第一个都是奔向吴亚琴，没事的也要打
个招呼、聊上几句。大爷大妈管她叫干
闺女，同龄人称她为大姐。

“按年轻人的话说，这老太太真燃！
有一股子精气神，刚一接触就能点燃你，
让你也跟着燃。”吴亚琴传帮带的“徒弟”
曲春雨说。

两年前火热的7月，吴亚琴的“燃”，
得到了一份特别的认可。

总书记到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吴
亚琴向总书记汇报：“社区工作者们怀揣
着一团火，着力解决群众的闹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

“总书记在我们社区结束考察上车
时，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吴亚
琴回忆着，眼泪止不住往上冒：“就是这
个理儿！社区干部就是做好一团火，温
暖大家伙的心！”

一晃快 30 年了。1995 年，也是 7
月，35岁的吴亚琴从一家企业转岗居委
会后，再没有拔脚离开。如今 62岁的
她，心中那团火燃得更旺了。

社区的楼栋党支部书记李杰，两年

前被确诊罹患早期肺癌。
吴亚琴得知后，一边安抚她的情绪，

一边为她联系医院。每天不论多忙，都
要关心她的病情。李杰出院后，吴亚琴
一有空就找她聊天。“咋样啊最近，哪不
得劲告诉我。”“明天上午有专家来义诊，
别忘了来！”一看到治肺病的方子，马上
转发给李杰。

吴亚琴又叮嘱大家多跟李杰唠嗑，
有合适的工作交给她干。组织癌症患者
建立互助小组，定期开展诗朗诵、歌唱比
赛……李杰忙起来了，那个乐呵着穿行楼
宇、走访入户的胖大婶儿，终于回来了。

“这老家伙心大着呢，没事儿！”吴亚
琴这样夸李杰。

“不是我没事，是我有个好大姐。从
下岗再就业，到生病又站起，每一个坎
儿，都是她领着我走过来的。”李杰说。

用炽热的爱，给生命注入光明和希
望。这不正是社区工作者的价值所在吗？

“蔡阿姨，开饭啦！”午餐时分，长山花
园社区志愿者开始为订餐的老人送饭。
68岁的蔡桂荣接过饭菜，笑容满面。

蔡桂荣一人独居，并患有脑血栓后
遗症，儿女工作忙，有时抽空给做做饭，
大多时候照顾不过来，老人吃饭成了全
家的大难题。

在长山花园社区，这样的空巢老人
还有不少。“居民就是我亲人，必须想办
法解决。”吴亚琴说。

从 2021 年起，长山花园社区打造
“乐龄食堂”，每日提供三餐，每顿 7元
钱，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能送餐上门。

“最愿意吃排骨炖豆角！”蔡桂荣说，
食堂饭菜一周七天不重样，还配有小咸
菜和水果。

这两年，吴亚琴和大家一起想办法，
还把银行网点建在了社区办事大厅，居
民取工资、交水电暖费更方便了；给每家
每户安装智慧燃气报警器，谁家忘关煤

气，社区第一时间就能发现……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温暖

的事情，每天都发生。
这几天，社区与地方银行组织了一

场公益活动，为19名低保家庭升学学子
每人资助1000元助学金。

“吴姨，这些年让您受累了……”
明明有座位，一米八的东北大汉帮

女儿领了助学金后，却半蹲在吴亚琴身
旁，说话间，红了眼眶。

“看你这大肚子！少喝点酒，我就少
操心了。把闺女带好，日子还长着呢 。”

这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独
自抚养女儿。五六年来，孩子放学后就
安顿在社区的“三点半”照料间。大人来
不及接，吴亚琴就加班陪着，辅导她做作
业，一起玩游戏、吃晚饭。一陪，就是孩
子的整个童年。

2021年，吴亚琴不再担任社区党委
书记，成为社区党委第一书记。本可轻
松些了，她还是“放心不下”，每天坚持早
到晚走，“居民找不到我不安心，我看不
见居民也不放心。”

今年三月初，吉林省暴发疫情。听
说长山花园社区要封闭，本不用上一线
指挥的吴亚琴，往包里塞了点生活用品
和两件棉衣，就冲了进去。

社区封闭78天，她吃住在里头，一
次没回家。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要24
小时值守大门，吴亚琴选了“最难的一
班”，在大家睡得最沉的凌晨4点上岗。

这个作息，她太习惯了。许多年来
的每一个凌晨五点，她准时睁眼、洗漱，
五点半踏上公交车，辗转四趟车，在七点
前敞开办事大厅的两扇大门。

吴亚琴也委屈过、偷偷哭过，甚至打
过退堂鼓。但她记着父亲的话：“给党干
工作就得拼命干，没共产党哪有我们的
今天。”

（新华社长春8月25日电）

“做好一团火，温暖大家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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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佳是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康新街道悦和社区党支
部书记，2011年至今一直在街道社区工作。悦和社区地处
市级公租房所在地，辖居民7000人，流动人口占99%。为
了让大家拥有舒适、放心的生活，郭佳带领社区打造“21℃
暖”党建品牌，利用各种资源与居民互通，做到了矛盾纠纷
零上交、信访事件零发生、刑事案件零发案。

“社区流动人口多，我们要当好他们贴心的‘娘家
人’。”这是郭佳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悦和社区构建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网格党群服务站—楼栋党群服务角
—住户睦邻党群服务点”四级服务体系，实现联系群众零
距离。同时以群众多元需求为“主线”，串联共享自习室、
共享工坊、幸福客厅、民情驿站等功能区，让红色堡垒的

“一马当先”引领社区工作的“万马奔腾”，实现党的组织、
党的工作、党的力量全覆盖。

“一碗长寿面、一张免费理发卡、一份健康礼包”，是悦
和社区联合红色幸福联盟成员为辖区内70周岁以上独居
老人送上的一份生日礼物，同时也是悦和社区“21℃暖”系
列项目之情暖小屋项目的一个缩影。家住高新园区悦和

城的83岁独居老人高大娘，子女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节假
日才能回来。高大娘生日当天，悦和社区联合红色共享联
盟党组织成员端着热气腾腾的长寿面，唱着生日歌，给老
人送去生日祝福。“谢谢你们，你们比家人还贴心。”高大娘
激动地说。

此外，社区还根据辖区不同人群特点，实施“情暖小
屋”“暖暖相伴”“红暖悦和”“共享·家”等16个暖心项目，协
调解决了供暖难题、停车位紧缺、打工人员接送孩子困难等
群众关心的问题48件，真正使街道社区、红色幸福联盟成员
单位与居民成了“一家亲”，拧成了“一股绳”。

（王福会）

基层党组织优秀带头人
郭佳：“21℃暖” 当好“娘家人”

□新华社记者 牛纪伟 孙仁斌 王莹

长风万里，碧空澄澈。
初秋的辽宁大地，山川秀美，色彩

斑斓。
曾几何时，这个重工业省份环境

问题缠身，雾霾围城、河流污染、垃圾
围村……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以壮
士断腕的勇气，向环境污染宣战，蓝天
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等多
场生态环境治理战役陆续打响。

如今，蓝天碧水重新回到人们身边，
绿色已成为这个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征程中新的鲜明底色。

十年治霾成效凸显 蓝天时
常“刷屏”朋友圈

红墙绿瓦，游人如织。32岁的陈
宇陪外地来的朋友在沈阳故宫游玩。
他用手机拍下头顶的蓝天白云发个微
信朋友圈。

陈宇说，10年前，他很少“晒”照片，
“那时候动不动就是‘雾霾围城’，不少外
地的大学同学总发信息提醒我做好防
护。”当时为应对空气污染，家里空气净化
器买了好几台，如今几乎都用不上了。

随着工作人员按下电钮，东北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台燃气锅炉平
稳运行。这意味着沈阳市三环内工业
企业燃煤锅炉全部清零，代之以更加
环保的燃气锅炉。

“改造后，年节约标煤4363.4吨，
烟气排放量以及颗粒物、二氧化硫等
污染物浓度均大幅度降低。”生产指挥
中心能源科科长张武说。

截至7月底，沈阳市今年大气优良
天数为180天，同比增加9天，优良天数
改善幅度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
三，在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十五。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裴希岩
说：“达到治理目标后，新的目标又在
等着我们。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
期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身穿20多斤重的防护装备、戴着
防毒面罩，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总
厂的工人金铂昊从70多米高的吸附塔
排风口下去，在高温环境下对塔内的
脱硫脱硝设施进行检修维护，保证气
体达标排放。

“十三五”期间，鞍钢投入67.4亿
元，实施了一系列重点污染治理项目，

吨钢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量分别下降47.9%、50%、23.4%。

党的十八大以来，辽宁确定了20
个大气重污染区域，推进深度治理，累
计淘汰2.1万台燃煤小锅炉，推进城区
及周边散煤替代15万户；推进钢铁企
业完成237个超低排放改造工程，累计
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7564家。

2021年，全省PM2.5等六项主要大
气污染物年均浓度首次全部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9%。

陆海统筹齐抓共管 碧海蓝
湾清水长流

暗香浮动，疏影横斜。
阳光洒在 400多亩的荷塘上，游

人在铁岭莲花湖国家湿地公园里流连
忘返。这片位于辽河、凡河、柴河的汇
合点、总面积4262公顷的湿地，是远
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辽河，
曾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最严重时，辽
河80%以上的水质是劣五类，农民甚
至不敢用河水浇灌庄稼。”辽宁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峥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保护母亲河，让
辽河水变清，成为人们共同的呼声，防
治水污染的“碧水工程”全面打响。全
省80个省级以上工业集聚区全部建成
污水处理设施并安装在线监控；11个
地市建成区70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
治；依法划定河道沿岸禁养区4115平
方公里……

在河边巡视一圈，辽河昌图段河
长、昌图县副县长陆仁山手机上的巡
河软件上实时显示当天的行程是 8.1
千米。他没发现什么问题，心情很好：

“老百姓越来越重视环境了。”
在辽宁，像陆仁山这样的河长有

2.3万多名，大家齐抓共管，守护着河清
岸绿、碧水长流。

64 岁的朱玉华从生产车间走出
来，习惯性地把双手在围裙上擦一擦，
和记者握了握手。几年前，老朱卖掉
自己驾了20多年的80马力渔船，进当
地一家海产品企业当了工人。

锦州市地处渤海最北端，共有124
公里的海岸线。近年来，当地开展海
岸带整治行动，一方面恢复和保护自
然岸线，另一方面加强海洋生态保护，
让大海休养生息。全市原来2万多名
渔民大多上岸转产。

2021年，辽宁省近岸海域优良水
质达到91%，“十三五”期间，消减劣四
类海水1297平方公里。

好生态换来好日子 美丽乡
村留住“乡愁”

飞瀑流泉，鸟鸣山幽。
本溪南芬境内的大冰沟国家地质

森林公园成为南方游客的避暑胜地。
十多年前，这里却只有伐木工人

刺耳的电锯声。那时，卖树是林场唯
一的经济来源。随着当地发展理念转
变和国有林场改制，人们变“砍树”为

“护林”，经过治理和建设，大冰沟景区
对外营业，年实现营业收入500万元，
是林场全年收入的20倍。

景区红火带热了周边消费。走进景
区旁的“兄弟农家院”，整洁的院落是67
岁的村民张忠厚的自住房。“像周末、小
长假客人都要提前预订。旅游旺季每天
能收入上千元。”张忠厚笑着说。

近年来，辽宁省开展水土保持和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省森林覆盖
率达到4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67.48%。2012年以来全省新增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1.91万平方公里，水土
保持率提高到76.06%。

一辆辆旅游大巴开进丹东大梨树
村，小桥流水，花香掩映，令人宛若置
身江南水乡。

午后，送走最后一桌客人，村民徐
洪超坐到自家餐馆门前的太阳伞下悠
闲地喝茶。

徐洪超说，小时候，这个山沟沟里
的村庄贫穷落后。近年来，当地通过
植树造林、发展生态旅游业、特色产业
等实现快速发展。目前，这个小村庄
年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2021年全村
社会总产值实现16亿元，集体总资产
超过6亿元，人均纯收入达到2.3万元。

外出打工多年的徐洪超几年前选
择回乡创业。如今，他年收入超过10
万元，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满满。

近年来，辽宁省累计完成4638个
行政村环境整治，越来越多的村庄实
现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也让更多年轻
人回到村庄寻找“乡愁”。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辽宁省生
态环境厅厅长孙鹏轩说。

（新华社沈阳8月26日电）

碧水蓝碧水蓝天入画来天入画来
——辽宁老工业基辽宁老工业基地十年生态嬗变观察地十年生态嬗变观察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为应对7
月以来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旱
情对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财政部积极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研
究，26日紧急通过中央预备费安排农业
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100亿元，支持各

地做好抗旱救灾、秋粮防灾稳产、保障群
众饮水安全等相关工作。

其中，安排水利抗旱救灾资金65亿
元，支持受灾地区开展水利调水、增打机
井、兴建救灾所需抗旱水源，重点保障群
众饮水及农业灌溉用水等。安排农业抗

旱保秋粮生产资金35亿元，主要用于支
持受灾农户购买燃油、农药、种子等农业
生产恢复所需物资；同时，对喷施叶面
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菌杀虫剂等提高
农作物抗旱性的混合药剂给予补助，防
范旱情发展蔓延，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财政部紧急安排中央预备费100亿元支持做好抗旱保秋粮等相关工作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工信部
26日对都市酒店、花筑旅行等47款侵害
用户权益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
和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SDK）进行通
报，要求这47款APP及SDK在9月5日

前完成整改落实工作。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信部组织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群众关注的酒店餐饮类、未成年
人应用类等APP及SDK进行检查，对发现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共227款APP和

SDK提出整改要求。截至目前，尚有47款
APP和SDK未按要求完成整改。工信部对
这些APP和SDK进行通报，要求在9月5日
前完成整改落实工作。逾期不整改的，工信
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工信部通报47款侵害用户权益APP和SDK

8月26日，救援人员提着灭火器前行。近期重庆市北碚、巴南、大足、长寿、江津等地先后发生多起森林火灾。记者26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8时30分，经各方共同努力，重庆市森林火灾各处明火已全部扑灭，全面转入清理看守阶段，无人员
伤亡和重要设施损失。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市森林火灾各处明火已全部扑灭

这是本溪的大冰沟夏季景色这是本溪的大冰沟夏季景色（（20212021年年66月摄月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