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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静苑：但问耕耘 功不唐捐
记者 侯俊豫

当家人收到“双一流”西北大学录
取通知书时，陈州高中高考生方静苑正
在浙江宁波一汽车零配件生产车间忙

碌着。
3年前，方静苑以中招成绩 509分，

其中英语低至 58分的成绩走进陈州高
中读书。 经过 3年不懈努力，今年高考，
她以艺考生 588 分的成绩圆梦西北大
学。 闻听这一喜讯，略显疲惫的她难掩
内心的兴奋，流下激动的泪花。

在懵懂的青葱岁月，谁又没有迷茫
过？ 方静苑高一入学后，座位在最后一
排。 在课堂上，她有时偷偷照镜子、编头
发，漫无目的地混日子。

一个人的改变往往不是一夜蜕变，
而是日积月累的堆砌。

对于方静苑来说，或许是文理分班
第一天，午休时间，她偷偷拿出镜子梳
头发，被巡查的班主任叫出去，自己亲
手把镜子、 梳子扔进垃圾桶时的心灵
阵痛。 或许是每年开学典礼上，看到优
秀高考生家长领取 10000 元、5000 元
大额奖金时表现出的自豪神情所引起

的羡慕。 或许是放假回家看到田地里
母亲劳动时微驼的脊背。 或许是少年
人不服输的天性、 不甘平庸的欲望，在
数不清的光阴里，她渐渐长大，目光开
始聚向书本。

方静苑从农村初中升入高中，英语
语法与单词基础较为薄弱，中考英语仅
仅考了 58分。 从觉醒的那天起，她开始
背诵英语单词，每天 50个，当她背诵完
一遍之后英语成绩不见起色。 没有经验
可以借鉴，她只能往前走，再背第二遍、
第三遍，一往无前。

“重基础是高考最大的特点。 ”方静
苑称， 高中 3年的学习经历告诉她，英
语、 数学基础薄弱的学生一定要重视

“啃”基础知识。 学习基础知识，要坚持
不懈，绝对不能马虎，一定要达到一见
如故、张口就来、提笔能写。 只有这样，
才能灵活运用、融会贯通。

方静苑庆幸一直没有放弃，最后几
次模拟考试，英语成绩不断进步，今年
高考中，英语更是考出了她自己都感觉
意料之外的好成绩。

谈到学习习惯，方静苑说：“我不喜
欢挑灯夜战，不喜欢打疲劳战。 贵有恒，
何必三更睡五更起？ 学校晚上 10点半
休息，5点半起床的时间表，已经留出了
足够的学习时间。 ”她更倾向于充分利
用时间， 且提前安排好一天的学习内
容，让自己有条不紊地高效学习。

临近高考，不少学生的情绪起起伏
伏。 方静苑的心态就像《你终究要做回
自己》里唱的一样———怀疑自己，又不
甘放弃自己。 在心情不好、紧张压抑时，
她会向姐姐倾诉，姐姐总能很有效地开
导她，帮助她坚定信念。

为了给文艺常识留出复习时间，方
静苑把本该 3天背完的两百多句 （首）
古诗词压缩到一天内背完，在艺考迫近
的压力中复习巩固文艺常识。 每一次抬
头看见同学背书的样子———忘我 、投
入，甚至于手舞足蹈，她忽然明白：这条
路上，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 她一直坚
信， 最大的幸福不是轻轻松松取得成
功， 而是所有的努力与付出都得到回
报———辛苦、煎熬、挣扎，却能看到自己
一点点进步，即使跌倒了、退步了，也像
在森林里迷路的人一样， 迎着星光，坚
定地朝着一个方向走。

如今，回想起这些，方静苑明白了
一个道理：高考给她的不只是一次升学
的机会，更是告诉她“功不唐捐，努力真
的会有结果”。

淮阳周五企业服务日推进“万人助万企”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朱东一） 7

月 30 日，淮阳区召开“万人助万企 ”工
作推进暨周五企业服务日第十二次例

会。 张建党、王献超、胡东河、苏中林、谢
留定、刘淑杰、崔卫华、邹松、王汝凌等
区领导出席会议， 区长王献超主持会
议。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万人助万企”
活动决策部署，对全区“万人助万企 ”、
周五企业服务日活动进行再安排、再部
署，要求全区广大干群要树立“服务企
业就是服务大局”的意识，真心、真情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以企业健康发展促进
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委书记张建党向区直相关单位

交办问题清单并讲话。 他要求，要深入
企业真服务。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 “万人
助万企”活动方案要求，以周五企业服务
日为载体，出新招、用实招、想高招，紧盯
12 项重点任务，为企业扎扎实实搞好服
务。 要紧盯问题真解决。 坚持问题导向，
长短结合、综合施策、精准服务；注重问
题排查的精和准、 注重综合保障的力和
度、注重项目建设的时和效，对企业合理
诉求要及时解决到位、 对一时难以解决
的问题耐心细致解释到位， 共同破解项
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难题。 要较真
碰硬真创优。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战略
性基础工程，坚决解决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真正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当好政策的“宣传

员”、企业与政府的“联络员”、企业困难
的“化解员”和企业发展的“办事员”，为
各位企业家在淮阳投资兴业提供审批

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
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营商环境。 要严
格考核真奖惩。 对经考核被评为先进的
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适时予以表彰
奖励，对服务“走过场”的干部，特别是
助企活动中存在“吃拿卡要”问题的干
部，坚决启动问责程序，严肃追责问责。
要苦练内功真强大。 企业要转变思想观
念，提振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精气神，
不断追求企业的发展和个人事业的提

升，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久做优，力
争做成百年老字号。

张建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周五

企业服务日为重要抓手， 将心比心、热
心用心， 深入开展好 “万人助万企”活
动，做到“心中有责任、脚下有泥土、身
上有汗水、背后有掌声”，真正为企业健
康成长、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会上，区委副书记胡东河宣读了《周
口市淮阳区 “万人助万企” 活动实施方
案》，区总工会主席丁永华通报了“万人
助万企”、 周五企业服务日活动开展情
况，10 家企业法人代表现场分别提出问
题，区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现场解答。

区委各部委常务副职，区直相关单
位、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场、
办）主要负责人，部分企业法人代表参
加会议。

张建党到企业开展“万人助万企”帮扶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朱东一

文/图 ） 7 月 23 日是淮阳区周五企
业服务日 。 区委书记张建党深入龙
都药业 、淮陈酒业 、伟坤食品 3 家企
业 ，听取生产经营情况汇报 ，为企业
发展出谋划策 ， 帮助解决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深入开展 “万人助万企 ”
活动（如图）。 区领导邹松、丁永华、张
健参加活动。

在 3 家企业，张建党深入厂区、车
间，认真查看企业生产情况，与企业家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销售等
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在淮陈酒厂， 张建党走进蒸馏、
酒糟发酵车间和产品展厅进行实地

查看，详细询问企业生产、销售、品牌
经营等情况。 他指出，淮陈酒是老字
号品牌， 是淮阳的名优特色产品，要
牢固树立质量意识 、品牌意识 ，在产
品质量 、包装和营销上下功夫 ，努力
擦亮淮陈酒金字招牌。 企业在生产经
营、市场销售遇到困难和问题 ，都可
以及时向区委、区政府反映，区委、区
政府一定会倾力提供支持，竭力帮助
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张建党指出，开展“万人助万企”
活动，是省委 、省政府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部署 ， 是为企业排忧解难的
有效载体 ， 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得力抓手 ， 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

感， 用好周五企业服务日这个平台，
倾心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尽心尽
力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帮助企业做

大做强做优。
张建党希望， 广大企业家要立足

淮阳，体会淮阳人民的情怀，把传统企

业维护好、发展好；要善于创新、着力
开拓市场，提高企业创新力、竞争力，
为淮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紧盯关键环节 压实监管责任

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

张建党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7 月 31 日
上午， 区委书记张建党带队调研疫情
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中央、 省委和市委关于疫情防控
的最新部署，落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区领导邹松、朱希炎、张健及区直相关
单位和有关乡镇负责人参加活动。

张建党一行先后到祥瑞花园、阳
光花园、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等地，
实地调研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
在祥瑞花园 、阳光花园 ，张建党对进
出人员测温登记和防疫宣传情况认真

查看了解， 详细询问小区居民疫苗接
种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张建党
强调，要绷紧思想弦。 全区各级各部门
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这根

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切
实抓好疫情防控，加快推进疫苗接种，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要紧盯关键点。各级各部门要紧盯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加强医疗行业
规范管理，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
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切实筑牢阻击疫
情的铜墙铁壁。要扣紧责任链。要进一
步强化管理意识，压实乡（镇、场、办）
的属地管理和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
形成工作闭环，确保环环有人管、环环
尽职责、环环保安全。

王献超到企业开展“万人助万企”帮扶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文/图） 7

月 23 日，区长王献超到瑞能服帽 、良
华科教开展 “万人助万企 ”帮扶活动
（如图 ）。 区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张健 ，区政府办 、区重点项目办 、区
自然资源局 、区工信局 、区住建局 、
区财政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活

动。
王献超走进生产车间、 产品展示

区，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认真了解
企业市场销售、技术创新等情况，详细
询问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王献超指出，“万人助万企” 活动
就是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

难题，让企业更好成长、更快壮大，以
企业健康发展稳定经济健康发展良好

态势。
王献超要求，一要深入走访。助企

干部要躬身入局 ，主动走进企业 ，把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 、 难点问题
找出来 ，做到心中有数 、帮扶有力 。
二要高效解决 。 对于用工 、资金 、技
术等企业反映的问题 ， 人社部门要
建立招工专班 ，创新招工方式 ，建立
全区人力资源库 ，确保精准招聘 、应
招尽招 ，全面满足企业用工需求 ；金
融部门要建立全区重点企业资金需

求清单 ，用好政银企对接平台 ，实现
企业和金融机构精准对接 ， 有力解
决企业资金紧张问题 ； 工信部门要
定期邀请科研机构 、 高等院校到企

业进行技术指导 ，加大企业 “三大改
造 ”力度 ，提高企业智能化水平和市
场竞争力 ；自然资源 、财政等部门要
立足职责 ， 齐心协力解决好企业面

临的突出问题和瓶颈制约 。 三要用
好周五企业服务日 。 要坚持开展周
五企业服务日活动 ， 让更多的企业
和职能部门参与进来 ， 现场会商研

判解决问题 ，从而提振企业信心 、激
发企业潜能 、释放企业活力 ，凝聚起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推
动企业行稳致远。

区委第三巡察组

当好群众“娘家人”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朱东一 ）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淮阳区委第
三巡察组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作为学习教育落脚点和巡察工

作着力点，深入群众开展调研走访，全
面了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从解决
群众关切的一件件“小事”做起，践行
巡察干部的初心和使命， 当好群众贴
心、信赖、解忧撑腰的“娘家人”。

“赵某荣你好，我们是区委第三巡
察组的， 陈某欠你哥家的地亩补贴钱
给了吗？ ”“给了，给了，原以为就 200
块钱，你们不一定当事办，没想到还真
要回来了，俺家人心里舒展了，巡察组
真中！ ”

这是巡察干部牛畅与信访群众的

一番对话。 事情还要从 2021年 7月初
开展的巡察整改集中督查说起。 7 月
15 日，区委第三巡察组在郑集乡开展
工作时， 对移交的群众诉求类信访事
项办理情况进行了逐件核实， 发现郑

集乡党委为提高办理效率， 把接收到
的信访事项按片区交由领导班子成员

牵头办理，但在核实中，有的承办人员
对信访内容没有认真核实、跟踪问效，
致使个别群众诉求没有彻底解决到

位， 其中就有赵某荣反映的 200 元地
亩补贴被原村干部陈某侵占一事。

“钱虽然不多，但群众认的是个理
儿，我们必须给群众一个交代，为群众
做主！ ”组长何冬至向郑集乡党委负责
人提出要求。经过督查，郑集乡党委对
所有信访事项重新进行了审核把关，
对信访人一一进行了回访， 群众满意
度大大提升。

“巡察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行
稳致远， 巡察干部要永怀为民之心，
真正把群众当亲人 、 用心用情用力
守护群众切身利益 ， 推动党的惠民
政策落实落地落细，党的执政根基才
能更加稳固。 ”区委巡察办主任张亚洲
如是说。

区人大代表联络站服务品牌建设不断深入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7 月 27 日，

全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会议在安岭

镇召开。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苏中林主持
会议并讲话。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霍伟
安排部署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
室主任及 18 个乡镇人大代表联络站站
长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区委书记张建党

在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时的讲话精

神，要求区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要认
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落实
到人大工作中去， 始终做到心中有信

仰、心中有全局、心中有敬畏。
会议指出，淮阳区人大代表联络站

工作自 2016 年起步， 由学习借鉴外地
经验到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再到省市人
大常委会总结推广淮阳做法，这是区人
大辛勤工作的结果，也是全区人大代表
共同奋斗的结晶。

会议强调，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区
人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人大代表

联络站工作再上新台阶。 要经过不懈努
力，把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成为“人大代
表联系群众的好桥梁、人大代表履行职
责的好平台、人大代表学习交流的好阵
地、国家机关听取人大代表意见的好场
所”， 实现人大代表联络站由 “有名有
位”向“有力有效”转变，更好发挥人大
代表联络站联系群众的职能作用。

会议要求 ， 全区人大代表联络站
工作要 “坚持高标准 、 高质量 ， 争创
省、市星级人大代表联络站 ”的工作要
求，做到硬件建设标准化、制度健全规

范化、活动开展制度化、档案管理精准
化、代表管理科学化。一要在提高思想
认识上下功夫 ， 建好管好用好人大代
表联络站；二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落实活动上下功夫 ， 增强人大代表联
络站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 三要在
服务保障工作上下功夫 ， 确保人大代
表联络站持续健康发展。

会前，与会人员到城关镇、白楼镇、
安岭镇人大代表联络站进行了实地观

摩。 安岭、刘振屯、冯塘 3 个人大代表联
络站站长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7 月 30 日上午，区妇联到曹河乡石营行政村，对该村两户现役军人家
庭开展“庆八一 情系抗洪抢险军人家庭”慰问活动，为他们送去牛肉、火
腿肠、牛奶、面包等慰问品，并送上节日的祝福。 记者 侯俊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