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政协常委会交办 !"#件委员提案
本报讯

!

月
"#

日!县政协十三届

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暨提案交办召开"县

领导岳新坦#马自成#刘涛#李守运#刘

卫杰等出席会议"

县委副书记岳新坦代表县委讲话"

他对提案承办单位提出具体要求!要提

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要完善机

制! 不断提高提案办理的质量和水平"

要加强领导!为提案办理工作提供组织

保障" 要严格考核!切实提高提案办理

实效"

县政协主席马自成要求!县政协常

委会要加强自身建设!要懂政协#会协

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

牢固树立看齐意识! 严格遵守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政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和生活纪律"要提高政治把握能

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

共事能力" 要带头加强学习#带头遵纪

守法#带头发展经济#带头扶贫济困!充

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据了解! 县政协十三届一次全会

后!县政协提案委员会认真初审#复审#

会审! 报县政协主席办公会议研究!报

县委同意!共立案
$%!

件!其中重点提

案
"&

件!一般提案
$&!

件" 按类别分!

经济建设方面
"!

件$农业方面
'"

件$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旅游方面
(%

件$城建方面
'$

件$执法执纪#社会管

理方面
')

件$其它方面
!

件!提案涉及

全县
$&

个乡镇场和
*&

个委局及垂直

单位" !李哲 牛贝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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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委十二届三次全会要求

敢于担当 真抓实干 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本报讯

!

月
,'

日! 中国共产党

淮阳县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召开!县委书记马明超主持会议!县

领导王毅#苏中林#马自成#谢留定#冯

涛#王之梦#耿党恩#党魁#刘淑杰等出

席"

谢留定#党魁#段业林#王汝凌#程

若光#李俊志分别向大会汇报了上半年

%六大攻坚战&实施情况!客观分析了存

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

点和努力方向"

县长王毅在对上半年经济工作运

转情况进行总结后!重点对下一步经济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具体提出
'(

个方

面的要求'一是紧盯年度目标!以目标

明导向#以目标鼓干劲!拼搏进取#确保

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二是实施项目带

动!坚持以项目为抓手!把项目建设作

为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实现

跨越发展的关键措施来落实!确保完成

全年
%&!5+-

亿元的项目建设投资任务$

三是坚持工业强县$ 四是抓好旅游突

破!不断提高淮阳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五是夯实农业基础$六是加快脱贫

攻坚$七是统筹城乡建设!以创建全国

文明县城和国家卫生县城为抓手!不断

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城乡

协调发展$八是突出环境治理!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标本兼治!巩固大气污染

治理成果!加快水污染治理进度!认真

抓好突出环境问题整治! 确保治到位#

改彻底! 坚决打赢环境治理攻坚战$九

是着力改善民生!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改善人

民生活! 着力推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十是狠抓招商引资! 围绕年度目标!发

扬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加压奋

进!埋头苦干!出实力#干实事#求实效!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县委书记马明超对 %六大攻坚战&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脱贫攻坚

战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两城一区&联

创攻坚战使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 %两

违&整治战役成绩斐然$秸杆禁烧战役

实现了%零火点&$龙湖景区综合整治战

役成效明显$环境保护综合整治首战告

捷"

针对%六大攻坚战&!马明超要求 !

脱贫攻坚战要再发力" 在国家和省对淮

阳脱贫攻坚的%中考&和%终考&工作中!

真正做到有信心#有底气考及格$%两城

一区& 联创攻坚战要再聚力$%两违&整

治攻坚战要再给力!深入推进%两违&整

治工作!努力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

品位$秸秆禁烧攻坚战要再加力$龙湖

整治攻坚战要再出力" 实现龙湖水清景

美#面积不减少#水质不下降的目标$环

境保护攻坚战要再添力!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

马明超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勇

于担当!统筹开展各项工作" 要凝聚共

识!营造合力攻坚浓厚氛围!真抓实干!

采取过硬措施攻坚克难!全面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 !苏雪松 牛贝贝"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一次推进会要求

坚定信心 精准发力 决战决胜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苏

雪松 文
9

图"

!

月
,-

日!全县脱贫攻坚

第十一次推进会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全省

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和全市脱贫攻

坚第八次推进会议精神!回顾近阶段脱

贫攻坚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深入查找

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为全面打

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县领导马明

超#王毅#苏中林#马自成#刘涛#谢留定#

冯涛#耿党恩#党魁#刘淑杰等出席会议!

县直各相关单位负责人#驻村第一书记

和各乡镇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涛主持"

县委书记马明超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脱贫攻坚工作摆上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以前所

未有的力度加以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脱贫攻坚是一场硬

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是这场硬

仗中的硬仗!要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

中之坚!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坚定决心!为我们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马明超要求!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要

认清形势!坚定信心!切实履行好脱贫

攻坚的政治责任!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中

央 #省委 #市委重要部署 !坚持问题导

向!突出精准发力!推动脱贫攻坚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 要查找问题!切实整

改!认真从自身#现实#根子#主观等方

面查找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对照自

身!深刻反省!由消极变积极#被动变主

动!更好地改进脱贫攻坚工作" 要明确

任务!夯实责任!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

到压实工作责任!转变工作作风!密切

干群关系!及时化解存在的矛盾!确保

脱贫目标如期完成"

县长王毅强调!各部门各乡镇负责

人要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增强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部门联

动#主动担当!把脱贫攻坚工作扎实向

前推进" 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强力推

进脱贫攻坚年度工作任务!统筹兼顾面

上工作!重点聚焦深度贫困!狠抓政策

精准落实!按照计划!强力推进" 要强化

领导!营造氛围!凝聚起脱贫攻坚的强

大合力!进一步增强责任感!进一步改

进作风! 扎扎实实地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为实现脱贫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淮阳县开展案件剖析推进
以案促改工作

本报讯
!

月
,'

日! 全县开展案件

剖析推进以案促改专项工作动员大会

召开!县领导马明超#王毅#苏中林#马

自成#谢留定#冯涛#王之梦#耿党恩#党

魁#刘淑杰等出席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之梦

宣读了周口市惩防体系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淮阳县委 (关于开展案

件剖析做好以案促改工作的通知)" 县

委常委# 县委办公室主任冯涛宣读了

(淮阳县开展案件剖析做好以案促改

工作方案)"

马明超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推进

以案促改! 是省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积极营造良好政治生

态的重要举措!对于源头防腐治腐#关

爱保护干部# 促进干事创业具有重要

意义"

马明超要求! 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纪委有关指导意见! 按照工作方案

要求!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深入剖析原

因!找出问题症结" 围绕典型案件进行

以案促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

促改!突出抓好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关

键环节!以案促教 #以教促改 #以改促

建!达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

方&的效果"

马明超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推进

以案促改!任务紧迫#责任重大" 要加

强组织领导!层层夯实责任!切实完善

机制! 做实整改内容! 强化督查问效"

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步步深入#善作

善成!扎实开展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

案促改工作!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跨越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于志明 彭宝耀"

剪枝技艺在这里传承

独秀园!!!剪出来的园艺奇观
侯俊豫 施修兴 程敬华

!

在淮阳县太昊陵的东侧 !有座面

积达
*

万平方米的园林
:

园内的 %亭 #

塔 #阁 #坊 &!未用一砖一瓦 !都是以松

柏为原料 ! 用剪刀剪出来的园艺奇

观 "

整个公园松柏夹道! 绿草如茵!曲

径通幽" 登高俯视!涌绿叠翠!各种树木

造型点缀其间 ! 疏密有致 ! 千姿百

态"

%双峰骆驼&昂首遥望!似引颈长鸣"

绿色的%牧包&!呈现一派%天苍苍野茫

茫&的草原风光" 穿过%竹园&!有一株四

臂长伸#覆盖面积达
%%&

平方米的倒栽

槐 !绿荫浓蔽 !下设石桌石凳 !小坐品

茗!清爽惬意" 倒栽槐的南侧!一条尾触

青云#头探人间的%巨龙&神态活现" 法

桐长廊北侧!%大象& 守护!%长鼻子&卷

着地上的绿叶" 公园正中! 一座直径
(

米# 高
-

米的六角亭造型引人瞩目!驻

足于此!遥望四周!向前看%双龙戏珠&#

%百鸟朝凤&#%直升机&直冲云霄#%火车

头&呼啸而过$向后看 %孔雀&开屏#%擎

天柱&拔地而起#%绿宝塔&巍然耸立$向

左看%双熊&嬉戏#%沙驼&望饮#%汽艇&

出海#%拖拉机&施耕$向右看 %虎&啸天

空**置身其中!你会感到 !这是一座

庞大的艺术宝库!一座包融着中华民族

数千年精粹的艺术大观园"

这座园林是
%)'!

年建造的! 已有

-&

年的历史!原名叫叫太昊陵松柏剪枝

公园"

%)+-

年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参观

公园后 !欣然题写了 %淮阳独秀 &四个

字!后改名叫独秀园" 园内有各种松柏

造型
,&&

余种! 每年接待游客
(&&

万人

次!是太昊伏羲陵景区的附属景点"

这座大观园是怎么创建起来的呢+

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在独秀园西南有个叫王花园的小

村! 村子里原住着一户剪枝世家王殿

一#王月会等这一家四代人"

清光绪六年,

%++&

年-!王殿一 ,王

福的曾祖父 - 出生在淮宁县 ,今淮阳

县-王菜园村,今属淮阳县城关镇张庄

行政村-一农民家庭" 不久!民间流行

霍乱病!死者甚众!民不聊生 " 为了生

计! 王殿一不得不给附近一家地主当

雇工" 长年在地主家做木工#泡菜 #酱

菜等" 每每得闲!就在院子里把一些花

草树木随心所欲地剪出各种各样的造

型来!自得其乐"

日复一日 ! 王殿一渐渐爱上了这

一行!且一发不可收" 他索性在能够维

持生计的前提下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

了剪枝上! 院子里摆满各种各样的剪

枝造型后! 干脆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

了
(

亩地用来植松柏花卉 !剪成器具 #

动物#建筑等造型"

工夫不负有心人" 王殿一在剪枝中

摸索出了很多绝技!许多不成型的花木

经他的手一侍弄!便栩栩如生" 因其剪

枝技艺在剪枝过程中不断提高乃至出

神入化!其剪刀下的各种造型如活的一

般!令前来观赏者拍案叫绝" 天长日久!

王菜园这个村名改成了%王花园&" 王殿

一也赢了个%十二能&的绰号"

时任河南督军的军阀吴佩孚在看

了王殿一的花园后大加赞赏!决定让王

殿一为自己做事" 要强的王殿因为恨那

个黑暗的社会" 在他多次不允的情况

下!吴佩孚不顾王的百般恳求!遂带人

强行将王掳至督军府专为其修整花园"

%),!

年!吴佩孚兵败!王殿一趁乱逃回

家乡!本想继续好好伺弄自己的%王花

园&!却不料刚出狼窝又进虎穴" 当地有

一%绅士&为讨好国民党!向时任国民党

少将的邱清泉作了禀报!邱清泉心中暗

喜!派人把他%请&到府中!当做一%宝&

进贡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王的手艺也

大为赏识! 便留王在总统府专事园艺!

待遇不低" 一次!蒋介石陪客人到园内

散步!看到花工正精心修剪花木!便信

步向王殿一走去!很关心地问了问他的

生活情况!吩咐部下每月给他增加两块

大洋的生活补助"

%)*)

年!蒋介石逃台前意欲让王一

同去台湾!可王因舍不得自家那倾注了

半生心血的%王花园&!坚决不愿意随蒋

去台" 蒋不便强求!就拿出不少珠宝钱

物让其挑选!但王都不屑一顾!只向蒋

介石要了
(

样东西'一盆造型优美的龙

舌花卉#一只造型别致的花瓶和一堆他

几年来从各处捡来的各种各样的小石

头" 蒋介石听后!不免扑哧一笑!慨然应

允"

%)*)

年年底!王殿一回到了自己的

%王花园&"

%)-&

年!王殿一寿终正寝!时

年
+&

岁"

如果说王殿一是王氏剪枝世家的

创始人!那么王殿一的儿子王月会则是

太昊陵松柏剪枝公园的奠基人"

王月会是王殿一的第五个儿子!排

行老五!民国十二年,

%),(

年-出生" 在

王殿一的五个儿子当中!王月会略识文

字!自幼聪明伶俐!喜爱侍弄花木!便成

了剪枝世家第二代唯一的传人" 据老人

们讲!王月会生活简补#忠厚耿直!对剪

枝艺术的酷爱远远超出了其父王殿一"

他不惜资财! 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花

草#松柏!精心修剪成各种形象生动的

造型!供人观赏!时称%王家花园&" 为剪

得更逼真#传神!他常常专心致志地观

察各种动物的立#卧#飞#鸣#奔#跳等各

种姿势"

%)'!

年!应该说是王月会剪枝生涯

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那年秋天!淮阳

县政府决定建设太昊陵公园" 王月会闻

讯喜不自禁!表示愿意将自己的 %王家

花园&整体迁移到太昊陵公园!并把父

亲王殿一留给自己的珍贵遗产...蒋

介石给的瓷鼓#古玩等也毫不保留地捐

给了国家" 正是王月会这一无私的捐

献!使他成为了太昊陵公园的一名正式

员工"

在太昊陵松柏剪枝公园!王月会除

了热爱园林艺术!他还把全部精力用在

了培养年轻人和下一代身上! 几年间!

他培养出了如王绿梅#袁芳静#王福等

一大批园艺技术人员"

%)+-

年!王月会

因病去世"

如果说王月会用他毕生心血和精

力奠定了太昊陵松柏剪枝公园的历史

地位和园林艺术价值!那么!在他之后

的几十年间!他的弟子!以及太昊陵管

理处一大批热爱园林艺术的能工巧匠

们! 一边继承王氏传统的剪枝艺术!一

边不断地创新剪枝形式和方法!让独秀

园这座园林艺术大观园规模更庞大!艺

术更丰满"

满脸黝黑的老园艺师于天振是王

月会的同事" 他和王月会一样酷爱园林

艺术!是太昊陵松柏公园建设的积极参

与者!是公园发展壮大的见证者" 无论

春夏秋冬!这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公

园里有多少造型! 每个造型的成长历

程!他都如数家珍" 每年的冬季!是于师

傅最忙的季节!大到高塔#牌坊!小到飞

禽走兽!都要被他走一遍剪刀" 于师傅

说!无论做什么造型!首先要看树型!然

后进行构思!然后才可以动剪创作" 所

以说! 任何一个松柏造型都是原于自

然!表现自然!它的特点是以剪为线!以

枝为骨!经过育苗#揉编#雏形#成型四

个阶段!少则两三年!多则十几年才能

完成一幅好作品"

黄新义!独秀园的负责人" 和于师

傅相比!他显得更加消瘦!但他是一个

责任心较强的人"

,&&!

年!太昊陵管理

处提出扩建独秀园的计划!并调黄新义

任独秀园负责人!目的是希望独秀园在

他的带领下发展得更好" 他到任的第一

年为学习期! 翻阅了大量的园艺书籍!

考察了如苏州园林#鄢陵#沐阳#潢川等

苗木基地" 第二年他就拿出了扩大园林

面积
%

万平方米# 新增造型
%&&

个的五

年工作计划" 五年过去!黄新义不辱使

命!公园面积由原来的
(

万平方米一下

子扩大到
*

万平方米!新增松柏造型
(&

多个!另有
,&

多个造型已初具雏形" 同

时还规划了牡丹园#月季园!编织了法

桐走廊# 海棠走廊两个大型植物走廊!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继承传统松柏造型修剪的基础

上!黄新义更热衷于大胆创新!既创新

松柏艺术造型形式!又创新剪枝方式方

法" 他大胆地提出了大龄柏树一次成形

的构想! 这不仅在剪枝造型史上属首

创!在全国也属罕见" 构思一提出来!当

即就有人反对! 说大龄柏树枝干粗壮!

容易折断!一旦失败!不仅功亏一篑!还

面临大树死亡的危险" 而黄新义不那么

认为!他认为只要方法得当!一定能成

功" 他和于天振等老一辈园艺师们几经

磋商! 甚至找一些干硬的柏树枝做试

验" 几经试验!方法终于成熟" 于是!太

昊主景区午朝门内左右两侧相对应的

两个大型双层四角亭造型应运而生" 那

些为此捏一把汗的人无不竖起大拇指!

很多游客看到这两个亭子更是赞不绝

口" 有了大龄柏树一次成型的经验后!

黄新义带领全体园艺人员一鼓作气又

做了%二龙戏珠&#一组由两个双层四角

亭和长廊组成的大型剪枝造型!给独秀

园增添了新的艺术元素"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老园区不断发

展壮大的同时! 应广大游客的强烈要

求!在老园区的北侧!又规划出一处新

的园区! 新园区仍以松柏造型为主题"

规划面积
(&

亩!分主题造型区#泥泥狗

造型区#成语及寓言故事造型区#淮阳

出土文物造型区#亭廊造型区等
'

个造

型区!目前新园区
,&&

米的龙墙已经成

形!园艺师们抢抓时机!紧锣密鼓地制

作牌坊造型! 相信再有两三年时间!一

个全新的松柏造型公园会以全新的姿

态呈现在游人面前"

! !

月
%)

日#县委书记马明超$县长王毅一行深入县产业集聚区$东湖景区$新

老城区调研%两城一区&创建工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要求责任单位按

照创建标准限期整改提高' ,闫俊岭 摄-

全县脱贫攻坚第十一次推进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