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4日，泽州交警大队
草底铺中队走进晋庙铺中
学、晋庙铺小学，给师生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

交警结合晋庙铺镇目前
交通状况，通过形象生动的
动画、视频为学生讲解交通
标志和交通法规，还通过师
生列队交通指示标志让学生
在具体情境中参与交通体
验，并向全体学生发放了做
文明市民宣传资料，通过孩
子们影响家长，增强人们遵
守交通规则的意识。

（韩新建）

9月2日，中国佛学院传统文化艺
术研修班在我县聚寿山贤首寺举
行。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司司长王健，
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中国佛学
院常务副院长宗性大和尚，山西省民
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侯文禄，山西省
委统战部二处处长黄杰，晋城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焦光善等出席开班仪
式并致辞。

据了解，此次研修班由中国佛
学院主办，首次举办的传统文化艺
术班，学期三年，每年学习四次，每
次一周。本次班级，共录取 45 名学
员法师，分别来自福建、山西、四川、

广东等十五个省份，大多是拥有本
科、硕士、在读博士生学历的年轻优
秀僧才。课程内容涉及世界文明
史、中华文明史、中外文学名著、国
学经典、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华诗词欣赏与创作、文物鉴赏、书
法、国画、音乐、古琴、建筑艺术、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古迹保护、佛教
文学等。研修班的本期课程，还邀
请了国学大师楼宇烈、钱逊、爱新觉
罗、启骧等国内知名学者和专家教
授进行集中授课。

（郭敏杰）

中国佛学院传统文化艺术研修班在聚寿山贤首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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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战斗堡垒 决胜脱贫攻坚
第一书记主题演讲选登

遇 见 · 改 变
晋庙铺镇晋庙河村第一书记 原露琴

我叫原露琴，是来自于晋庙铺
镇晋庙河村的第一书记，兼任村党
支部书记。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遇见·改变》。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穿过一

片麦田，翻过两座小山，顺坡而下，
来到一个方圆只有几公里的高山盆
地，那是一个宁静的小山村，虽然名
不见经传，当打开卫星电子地图，却
能清晰地看到这座大山里的村庄
——晋庙河村。

2015 年 9 月 17 日，我用一朵花
开的时间与你相遇，在我最美好的
年华里，用我最美好的姿态遇见了
你。所有的遇见都是那么真实。初
见时你是一匹野马，放荡不羁，上任
的第一天就给了我一记下马威。
2015 年之前，我村没有一处能够供
村民活动健身的场地，农闲时大家
只能靠打麻将或者侃大山来打发时

间，这样的日
子 不 但 无 聊
而 且 还 容 易
引 发 矛 盾 。
因此，经村民
代 表 大 会 决
议，将2015年

“一事一议”
工 作 确 定 为
建 设 文 化 活
动场地，这本
来 是 件 利 民
利 村 的 大 好
事，可是工程

刚刚进行到硬化这一步就被迫停工
了。停工的原因很简单，一堆牛粪，
村里的上一任村主任把牛粪堆积到
施工现场，阻拦施工。事发后，大家
都去协调这件事，作为第一书记，虽
然刚刚上任，但也很想把这件事情
处理好。

当时的心里也是“十五个水桶
打水，七上八下”没一点把握，从县
直机关的一名普通干部转变为基层
农村的第一书记刚刚才三天，虽然
也对驻村可能面临的困难有过思考
和准备，但是毕竟全村也不认识几
个人，老主任的脾气秉性一无所知，
如何做工作能让老主任接受，之前
大家努力都没做通的工作我一个小
姑娘怎么才能做通……，等等等等，
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我告诉
自己，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

转不过去的弯。振作精神后，我与
包村干部笑意满面的进了老主任家
的门。第一次登门，沟通不成还碰
了一鼻子灰，我分明看到了我俩的
眼里都有泪水在打转，但一个安慰
的拥抱后，却异口同声的说：“明天
咱还来!”一次不行去两次；直接给老
主任做工作不行，就给他的子女做
工作；我们去劝说不行，就发动他的
亲友去劝说。得知老主任有慢性病
后，我们就帮他寻医问药。终于，我
们的真诚感动了他。在 11 月 3 日，
老主任同意拉走那堆扰人的牛粪!当
时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现在的你是一匹骏马，挺拔俊
朗，不只有矮草遍布的牧区山地，也
有了整洁开阔的健身场地、篮球场
地、党员活动场地；还是一匹良驹，克
己忠诚，不再有因低保问题产生的无
尽上访，有的是为帮贫困户脱贫而到
各大招聘现场的投稿递简历。踏月
凌云志不低，走南闯北骋东西。若无
昔日崎岖路，哪有今朝稳健蹄。这无
疑是对你最好的诠释。

如果说这次遇见是一次改变，
那么，我庆幸这一场遇见。一年多
的驻村经历无异于一场甘露，使我
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让我
明白要想当好“第一书记”，就得先

当好一个学生，拜农民群众为师，拜
党员干部为师，多请教农村工作的
方法、经验。用真诚换取村民对你
的信任和支持，这样才能逐步弄清
村内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掌握事
情发生的真正原因，从而才能有的
放矢的制定方案、开展工作、解决问
题。对于每一位前来反映问题的村
民，思想上重视、态度上随和、言语
上委婉、行动上热情，坚决摒弃敷
衍、消极的工作作风。一支烟、一杯
茶，往往能缓解村民激动的情绪，握
握手、拍拍肩，总能争取到村民的最
大的理解。承诺村民的事情，一定
要做到，对于某些一时难以解决的
问题，要认真思考解决方案，并将进
展情况真实的进行反馈，千万不要
采用欺骗，拖延的方式敷衍了事，这
样或许能解一时之急，但长此以往，
一定无法赢得村民的认可。

遇见便是缘，遇见即改变，我从
以前的害羞到现在的开朗，从陌生
到现在的熟悉，从什么都不懂变得
应对自如。或许我的力量微如尘
埃，是这里的经历让我成长，洗去芳
华，感谢这里所有的遇见。我深知，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要靠脚步来丈
量，我将继续努力，“撸起袖子加油
干”!只为晋庙河的明天更美好!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期
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学什么?

答：一要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现
的人民至上的宗旨情怀；二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体现的抓住关键带动全局的科学方法；三要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现的贯通古今放眼中外的
宏大视野；四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现的
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战略思维；五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体现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六要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现的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
担当精神。

■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
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
出的8条要求是什么?

答：第一，合理确定脱贫目标。第二，加大投入支持
力度。第三，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第四，区域发展必
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第五，加大各方帮扶力度。第六，
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第七，加大组织领导力度。第
八，加强检查督查。

■ 2017年7月26日至27日，党中央举办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习近平总书
记在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回答了什么
样的问题?

答：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
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大问题，是我们党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行动纲领，充分体现了
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大势、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定力。

■“两学一做”是指什么?
答：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题教育学习交流活
动要把什么作为首要任务?

答：要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首要任务。

■ 山西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重大思路和
要求的内容是什么?

答：一个指引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为指引。
两手硬：一是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二是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多策破解
经济下行压力，着力推动经济稳步向好。

■ 晋城市委“一争三快两率先”战略部署内
容是什么?

答：争先综改、竞逐中原，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城
乡统筹进程、加快美丽晋城建设，努力在全省率先走出资
源型地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新路、率先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
局、总任务是什么?

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晋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基本知识应知应会（二）

9月3日上午，由民进晋城市委
会举办的“维护核心、见诸行动”主
题演讲比赛在晋城宾馆隆重举行。
经过全市十二个支部的激烈角逐，
民进泽州支部取得总分第一的可喜
成绩，并荣获组织奖。副主委陈芳、
会员李波分别荣获二等奖、会员秦

婷婷、司永辉分别荣获三等奖和优
秀奖。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各支部的18
名选手参加。由于比赛准备时间
紧、任务重，参赛会员加班加点排
练，付出了辛苦和努力。副主委陈
芳演讲了《点点滴滴，以实际行动助

推脱贫攻坚》、李波演讲了《向世界
传播针都文化》、秦婷婷演讲了《薪
火相承，谱写大爱人生》，三个人真
情真意的演讲感染了在场的所有
人，赢得了阵阵掌声，受到评委老师
一致好评。

民进泽州支部在民进晋城市委会“维护核心、
见诸行动”主题演讲比赛中成绩喜人

“你能否介绍自己?”“可以说说
自己的优点吗?”9月1日，一堂别开
生面的心理辅导课在晋城市强制
隔离戒毒所举办，轻松的授课方式
和生动有趣的内容受到戒毒人员
的热烈欢迎。

这并不是我县针对社会治安
重点人群进行心理辅导的第一堂
课。8月23日，我县就组织国家心
理咨询师为来自南村镇、大箕镇、
南岭乡、犁川镇、晋庙铺镇、山河
镇、柳口镇的50余名社区矫正人员
进行了专题心理辅导。

根据中央、省、市有关决策部
署和文件精神，我县坚持“源头
预防、及时介入、重点干预、有效
疏导”的原则，积极对社会治安
重点人群开展经常性心理服务
疏导和危机干预，建立健全重点
人群心理预测预警预防机制，努
力实现因重点人群服务管理不
到位引发的影响重大案（事）件
得到有效遏制，相关纠纷和问题
得到明显减少，重点人群服务管
理和矛盾纠纷化解水平明显提高
的目标。

该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除社
区矫正人员和吸毒人员，还包括精
神障碍患者、刑满释放人员、艾滋
病人等特殊人群，不良行为或严重
不良行为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重点青少
年，矛盾纠纷当事人，生活失意、心
态失衡、行为失常等治安风险等级
较高人员。

我县积极整合辖区优秀心理
专业人才资源，选聘了34名心理咨
询师，通过入驻办公、对接指导、定
期服务的方式，在县、乡两级和重
点村（社区）采取了“1+1+N”即一
名专业人士+一名综治中心（调解
中心）人员+若干志愿者的模式开
展该项工作。

据介绍，我县系全省率先开展
心理服务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的
县城，通过前期制订方案、调查摸
底等准备工作，目前已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计划到今年底，我将在
县、乡镇和重点村（社区）三级综治
中心设立心理服务室，搭建起全县
心理服务网络。

（高峰）

我县开展社会治安重点人群
心理服务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

9 月 2 日，县教育局在泽州一中
召开山西师大“省培”实习生欢迎
会。县教育局局长冯文涛出席会议
并讲话。

冯文涛首先致欢迎辞，代表县教
育局对山西师大“省培”实习生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实习生介绍了
泽州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人文底
蕴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介绍了近
年来泽州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
让他们对泽州教育有了初步的认
识。他要求泽州二中、周村中学和犁
川中学要给实习生提供安全保障、基
本生活保障，为他们的实习提供更多
的便利条件。他希望实习生能牢牢
把握这一实习机会，在基层教育岗位
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实践中超越自
我、磨练意志，充分施展才华，把最新
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手段带进学
校、带进课堂，为泽州教育引来源头
活水。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走进泽州
教育、走进泽州农村、走进学生心里，
与泽州结缘，把泽州当成第二故乡，
为泽州教育的改革发展贡献自己的
聪明才智。 （泽州一中）

县教育局召开

山西师大“省培”

实习生欢迎会

8月30日，市政协副主席武四
海在我县就现代农业发展情况进
行调研。副县长程春明、县政协副
主席张雪梅一同调研。

调研中，武四海一行先后来到
晋城市伊健食品有限公司谷物早
餐饮品加工项目、山西彤康食品有
限公司泽州红山楂系列产品加工
厂及基地、丹河德泽美境生态园项
目等地，了解项目进度和存在问
题，鼓励企业和农户充分运用现代
经营理念推进农业项目可持续健
康发展，全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武
四海听取了我县现代农业发展情

况汇报，并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交流
座谈。

武四海对我县现代农业发展
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他指
出，泽州县要进一步学习领会中
央、省、市三农工作会议精神，努
力谋划泽州农业发展规划；要立
足实际、突出特色、延伸链条、打
造品牌，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
示范作用；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环节，做好农业结构调整、融合发
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的大文章，扎实推进我市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更加
坚实的步伐。

（亚娇）

市政协副主席武四海在泽调研

8月28日，我县召开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推进会。会议
传达了全市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
责工作推进会精神，并对全县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张建中，副县长程春明出席会议
并讲话。会议还邀请了市监委委
员、市纪委联系督导泽州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组组长赵德富
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化认识、提高
站位，进一步增强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的责任感，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
重要指示和省、市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会议精神，自觉把助力
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担当起来；要
立足实际、正视问题，进一步提高
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的针对性，
把纪律立起来、挺起来、严起来，盯
紧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强化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要把握重

点、有的放矢，进一步确保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有效性，紧盯
项目资金，实施精准监督，紧盯突出
问题，保持高压态势，紧盯“两个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以严明的纪律
保障助推我县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会议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
要深入学习传达落实好本次会议精
神，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坚决
把纪律挺在前面，努力做到“五盯五
看”，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不断为全县
脱贫攻坚做出应有的贡献，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

赵德富就我县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
出做好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细化工
作举措，把握监督重点，严肃问责追
责，抓住问题坚决查处，主动把脱贫
攻坚的政治责任担起来，坚决打赢
这场扶贫攻坚战。

会前，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精
准监督护航脱贫攻坚》专题片。

（亚娇）

我县召开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推进会

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垃圾
不乱贴乱画
不乱堆乱放
不搞封建迷信
不说粗话脏话
不毁坏花草树木
不违反交通规则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不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

文 明 晋 城 人
“ 十 不 ”守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