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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立冬刚过，天气瞬间冷了许
多，而洛南县三要镇龙山村的宏达工艺品合
作社内却异常的红火与繁忙，二三十个工人
正在忙着制作纸灯笼，一个个色彩艳丽、形
态迥异的灯笼把合作社装饰得分外喜庆。

龙山村位于洛南县以东45公里，全村
456户，1617口人，这个坐落在“三沟一洼
一道湾”的村子偏僻闭塞，资源匮乏，劳动
力780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远的小
山村，却做起了跨国大生意。

早在清末民初，龙山村就有一部分村
民从事手工艺品制作，用竹子编斗笠，用
竹篁制作孔明灯，用纸和纱布制作灯笼
……特别是村民手工制作的十二生肖纸
灯笼，做工精细、形象逼真，深受消费者的

青睐和欢迎。“以前我们做的灯笼都是自
产自销，也有自己建立小作坊的，但因为
生产条件简陋，加之灯笼制作靠纯手工，
生产效率低，就算有大单子村民也不敢
接，生产能力跟不上呀！”龙山村村党支部
书记常安心回忆道。

为了继承和发展这一传统产业，
2008年4月，龙山村村“两委”经过召开
专题会议，决定在村民杨增寿家的闲置房
进行加工、制作灯笼。经过一段时间的生
产，村“两委”干部发现，虽然有了灯笼的
制作场地，但是场地小、规模小、工人少、
订单量不稳定等因素始终让灯笼这一产
业难以发展壮大，无法成为村民稳定的收
入来源。怎样让这一产业发展壮大，为周
边群众铺就一条家门口的就业路，成为龙
山村的头等大事。通过几年的生产探索、
市场调研和招商引资，2014年，龙山村重
新选定灯笼厂生产厂房，成立了制作、加
工、销售一条龙的宏达工艺品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以后，我们在零售的同

时还在淘宝开了网店，通过电商平台将灯
笼销售到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
国。”合作社负责人常高攀告诉记者，目前
国外客商已经成了合作社最大的客源，最
多时一次能接到上百万个灯笼的订单。
“这些灯笼主要用于节日和活动现场布
置，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印制出各种图案
和样式的灯笼，有西方人喜欢的南瓜灯、
圣诞老人灯、风琴灯，还有各种中国传统
图案的灯笼，销量都很不错。”据常高攀介
绍，除了外观精美，种类多样以外，龙山灯
笼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
灯笼主打“绿色生态”牌，糊制灯笼的原材
料都是彩纸、竹签等材料，环保无污染，很
受消费者欢迎。

龙山村的纸灯笼销售到了国外，也为
当地群众带来了增收的新路子。自宏达
工艺品合作社成立以来，年加工灯笼200
多万只，收入200多万元，先后吸收龙山
村剩余劳动力210多人，发放工资70多
万元，人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自合作

社成立以来，我常年在这务工，闲了就做，
不耽误在家做饭，照顾孩子，时间很自由，
每天都能来做上几十个灯笼，也算是有了
一份稳定的收入。”在厂房里忙着粘贴灯
笼纸片的张民芳，是龙山村本地人，她对
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且踏实。

“工资是按件计算的，多劳多得，现在
天冷了，厂里开放着暖气，来干活的村民
每天都有几十个，手脚麻利的做上一天，
能挣上百元。”常高攀指着工厂墙上的工
资表说。记者看到工资表上工人们的工
资从几百块到几千元不等，最多的能达到
5000多元。

龙山村的灯笼事业，不仅传承了老一
辈人的传统手艺，还抓住了商机，让众多
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收
入翻番的同时，他们又照顾了家庭、管理
了田地。现在，许多在外务工的村民也回
到家乡合作社务工。

手工纸灯笼成了龙山村群众一个新
的收入增长点。

龙山村龙山村 红灯笼照亮村民致富路
本报记者 米子扬 侯 彬

丹凤县位于秦岭东段南麓，距省
会西安160公里，距离商洛市区50公
里，因县城襟带丹江、背依凤冠山而得
名。辖区总面积2438平方公里，共有
12个镇办。丹凤是商鞅封地、四皓隐
居之处，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故乡，
境内旅游资源丰富，有商鞅封邑、商山
四皓等遗址遗迹9处，二郎庙、船帮会
馆等人文景观 17 处，丹江漂流、龙驹
寨国家水利风景区等水域景观 4 处。
战争年代，徐向前、贺龙、程子华、徐海
东率领的三支红军、李先念率领的中
原突围部队曾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
战，是鄂豫陕苏区和豫鄂陕革命根据
地的中心区域。

（记者 杨 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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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
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
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
烽 火 ，燃 烧 在 太 行 山
上！……”

巍巍太行，壁立千仞。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

个敌后根据地诞生地，八路
军总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
在此，留下无数团结御侮、血
战到底的英雄壮歌。

斗转星移，革命先辈用
生命和鲜血孕育的太行精
神，深植于这片热土，不断书
写感人篇章。

同仇敌忾同仇敌忾 勇敢顽强勇敢顽强

秋日的太行山脉，层林
尽染、景色壮美。

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
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
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毅然奔赴
山西抗日前线，在太行山上
点燃了抗日烽火，建立起抗
日根据地。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
北方局长期驻扎在太行山
区，领导和指挥敌后抗日军
民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西
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
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平型关战斗、雁门关大
捷……一个个重大胜利，打
出了八路军的雄威，极大地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
情；一大批中华优秀儿女浴
血太行，像一盏盏明灯，照亮
民族奋斗、解放的道路。

走进坐落于山西省长治
市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
馆，“太行精神，光耀千秋”八
个大字映入眼帘。纪念馆讲解员说，是中国共产党唤醒了广大民众，
引导他们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纪念馆后的凤凰山巅，“八路军抗战纪念碑”巍然屹立。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的郝雪廷说，抗日游击战由

山西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战军民齐心协力，创造出麻
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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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廖 娟)深秋的洛南音乐小镇景区，天高云淡，秋意盎
然。“来洛南这几天，每天都能看到蓝天白云，还能吃上各种地方美
食，真是一段开心难忘的时光……”来自南京市江宁区国有企业的员
工们正在这里开展职工疗休养，52岁的孙先生仰望着头顶的蓝天，
忍不住又深深地吸了口新鲜空气，欣喜地感叹道。这是近期南京市
江宁区和洛南县开展职工疗休养协作的生动缩影。

据了解，为了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助力对口协作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江宁区充分发挥工会力量，积极组
织职工前往对口协作地区洛南县开展职工疗休养活动。疗休养期
间，职工们可观看到精彩的文艺表演、参观旅游景区、品尝特色美食，
还可自发采购核桃豆腐干等当地特色农产品，既满足了职工疗休养
的需求，又带动了对口协作地区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宁洛一家亲，两地人民就应该像走亲戚一样多来往、多交
流，真诚欢迎江宁人民常到洛南来做客。”洛南县发改局干部赵红
霞热情地说。

截至10月底，江宁区各级工会已组织12批、530多人赴洛南开
展职工疗休养活动，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成
果。江宁区利用职工疗休养这种形式，拓展了对口消费协作方式，推
进消费帮扶提档升级，实现了社会动员、支持手段、帮扶渠道、带动效
果多层次、多样化。

江宁500多名职工来洛南疗休养

11月 8日，虽然天气寒冷，但德润康
中医药产业园的入驻企业家们个个心里
暖洋洋的，因为困扰他们多日的一个个
问题，在近日终于得到解决。普华必克
超临界萃取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博说：“山
阳县政府真的是服务到家了，服务到我
们心坎上了！”

中午 13：30，山阳县政府的一辆中
巴车，载着县政府主要领导以及发改、经
贸等 10 多个部门负责人来到户家塬镇
牛耳川社区的德润康中医药产业园。德
润康中医药产业园是山阳县近年来新发

展的民营企业以商招商，集群化发展的
高质量产业园区。园区总占地 137 亩，
总投资5.16亿元，其中，投资1.2亿元，建
成18栋 3.6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及综合
楼、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目前入驻
了山阳联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叶
萃康生物有限公司、陕西普华必克超临
界萃取有限公司等以生物医药为主的生
产企业12家。

在企业的生产车间，大家详细查看生
产流程、生产工艺、生产产品，了解企业建
设、生产、销售情况，特别对企业生产原料

来源、用工和效益进行了详细了解。
从车间出来，在牛耳川社区的会议室，

县长谢晓军开门见山：“我们是来倾听心
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的，有什么诉求就直
接说出来，咱们共同为企业发展把脉，为山
阳发展建言。”

“今夏秋季多次强降雨影响，进入园
区道路受灾严重，大车下了高速进不了
厂，入园道路是村道，路太窄，请尽快给
园区把这条道路修通修好。”“这里没有
物流站，给我们拉的货物到了门口却不
能停留卸车，硬要再拉十来里到户塬镇

上，我们又得派车到镇上去拉回来，费时
费事。请给我们园区设立一个物流站
点，方便我们企业。”“近期煤价大幅度上
涨，导致生产成本剧增，我们都在亏钱生
产，时间长了撑不下去呀。”“过去的排污
设施，目前已经解决不了我们的排污问
题。”“当地年轻的文化水平高的人都出
去打工了，我们招工总是难以找到理想
的工人……”从下午3点到5点，12家企
业负责人，一一提出了企业目前所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认
真听，认真记。 （下转2版）

主动上门服务 现场排忧解难
——山阳县开展为企解困活动侧记

本报讯 (梅林海)柞水县整合力量、倾斜资源、
全面提升，“两拆一提升”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县政府主要领导先后20多次带领相关部门现场巡
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明确整治的责任、标准、时
限，有力促进了问题整改。按照“两拆”工作标准、范围
和时限，全县已拆除违法广告6230处，镇办拆除户外广
告1500处。全面排查违法建筑210处4.6万平方米，已

拆除76处7500平方米；清理破旧花箱1480个、城市家
具1500处，拆除围墙90平方米；对十字路口交通信号
杆、监控杆、通信杆等进行整合。启动建设停车场6处
2781个，新建及改造城市公厕13座，西新街示范街立
面改造项目正在加快进行，城区二小入校大桥建成投入
使用，下梁新城广场、阳关花园小区道路、城区休闲健身
步道和南关片区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扎实推进。

柞水“两拆一提升”工作取得实效

本报讯 (记者 李小龙)11月9日，省委常委、省委
组织部部长张广智到我市商州区调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工作。市委书记郑光照，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赵鹏
陪同调研。

张广智先后来到商州区腰市镇江山村、沙河子镇木耳
产业示范园，详细了解灾后重建、产业发展、人才工作和县
乡换届后班子运行情况。他指出，实现乡村振兴，组织建
设是保障，人才队伍是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大力推进组织振兴，精准整顿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选优育强带头人队伍，管好用好第一
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持续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行动
力、战斗力；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农村
专业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凝聚起推
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全面推行党员服务岗、攻坚克难
突击队等做法，教育引导党员在巩固脱贫成果、搞好灾后
重建、推进产业振兴中当先锋、作表率。要深入推进人才
振兴，大力引进培育急需紧缺人才，稳定和用好现有人才，
加大科技特派员选派和人才“组团式”帮扶力度，全力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激励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在乡村振兴一线施
展才华、建功立业。

张广智在我市调研时强调

大力推进乡村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

本报讯 (记者 肖 云)近日，镇安县
对项目建设进行现场观摩，实地检阅今年以
来全县发展成果，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凝心
聚力、乘势而上、创新实干、开拓进取，奋力
开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主要观摩点有回龙镇侏罗纪欢乐世
界项目、柏宏欧利环保方底阀口袋生产线
项目、汉白玉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等，这些
项目呈现出投资拉动大、产业带动能力
强、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的特点，符合节能、
环保、绿色、循环等新的发展需求。

今年以来，镇安县把重点项目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推动项目尽
早开工；加大统筹力度，强化沟通协调，形
成工作合力，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提供坚
实保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明确目标和
时间节点，挂图作战，强化督查督办，确保
了项目建设进度；注重细节推敲，聚焦项
目建设短板，精准施策，统筹推进项目周
边环境治理，营造浓厚氛围，确保了项目
外在形象佳，内在质量高。

该县还制订了《招商引资考核暂行办
法》等系列文件，开展“点对点”招商、云招
商、网络签约，组织参加第五届丝博会，举
办2021年重点项目建设暨招商引资誓师
大会、“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招商大
会，共签约项目70个、引资266.5亿元，到
位资金95亿元，招商引资成效明显。深化
“放管服”改革，一网通办率达95.8%，累计
为企业减免税费9450万元。

据了解，全县137个重点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91.44亿元，县中医医院门诊综合

楼、金钟木耳产业园等52个项目全面竣工。谋划重大项目
197个，估算投资890亿元，其中总装机160万千瓦、计划投资
101亿元的米粮抽水蓄能电站，已列入国家抽水蓄能“十四
五”重点实施计划，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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