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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黄河不了情

炉子的往事

◇张坤堂/辛甸花园

◇张宝金/区自然资源局

一生中有许多难忘的事情，最令我难忘的是1976年9
月那次去黄河滩区帮助村民搬迁。那一年，黄河经历了
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最大洪峰，迄今还没有超过这样的
流量，刚刚二十冒头的我就参与了这样的重要工作。
1976年8月，我参加工作了。9月初，局长通知我作
为教育局的一名成员去遥墙赵合村，动员组织那里的村
民搬迁出黄河滩区。为了帮助我做好工作，当时还发给
我一件崭新的帆布雨衣，一辆梦寐以求的“大金鹿”自
行车。刚刚工作的我就被委以这样的重任，又配备了自
己想买也买不起的设备，真的有些喜出望外，踌躇满
志。我怀着满腔热情不到两个小时就骑车到了杨史道口
管理区。一起来参加动员搬迁的县工作组共有四人，县
财税局的一名副局长领队，还有农业局、农业银行的一
名同志。
安顿下之后，9月2日的当天晚上，我们顾不得休息
就上岗了，翻过黄河大坝来到赵合村。这个村庄只有不
到40来户人家，150多口人。当天晚上参加碰头会并组织
动员搬迁的还有人民公社、管理区的干部。管理区的负
责人介绍了黄河的流量情况及搬迁的重要性，黄河大水
即将来临，必须全部动员村民搬迁，离开黄河坝里到附
近 的 陈 家 、 孟 家 村( 也 叫 陈 孟 圈) 。 人 命 关 天 ， 时 不 我
待。我来自教育系统，还推荐我为情报员，负责向县委
和有关媒体报送汇报材料、稿件。
深入到老百姓的家中做细致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任
务。我是第二天才认识到的。按照分工，我负责5 户村
民的搬迁，动员他们必须在4 号前搬出。一开始，他们
都答应会搬出去，我的心中松了一口气。出现的结果令
人难以接受，有的村民答应得很好，就是不搬，个别搬

出的村民趁着你不注意又悄悄搬回去了，给你玩起了捉
迷藏。我知道他们最舍不得的是辛辛苦苦快要收获的庄
稼，“民以食为天”嘛。这样反反复复苦口婆心，甚至
是软磨硬缠，总算是在4 号的夜间将村民全部动员搬迁
出来。我也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
折腾了两天三宿，我几乎没有合过眼。那天晚上，
我穿梭于大堤的内外，最可靠的做法是亲自把村民送到
陈孟圈，送走一家，再督促着另一家搬。当我折回大坝
的时候，夜间的凉风习习，心中五味陈杂百感交集，泪
水不知不觉涌了出来。难道是这里的村民真的不信任政
府的安排？他们仅仅是为了那几粒粮食吗？不是！还是
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需要跟进的时候中断了。我这才
体会到了做群众工作的细致性和艰巨性。
9月5号的清晨，晨曦还没有露出，所有的工作人员
又来到黄河二道坝上。庄严的时刻到了，要爆破二道坝
分洪黄河水，减缓流量，避免对下游造成危害。只见，
泄洪总指挥、管理区书记高声宣布爆破马上开始，请各
位工作人员再次进村清理一遍，确保每一位人民群众安
全离开。我们很快进村清理完毕，报告的确没有遗留的
村民。总指挥请大家迅速安全撤离，准备开始爆破。随
着一声清脆的枪响，旋即引爆了炸药包，黄河水顺着炸
开的缺口急速流入二道坝内，十几分钟这里出现了一片
汪洋，村庄、庄稼、果树淹没在黄色的河水中。
我们在等待黄河洪峰顺利通过的消息，同时查看搬
迁村民的饮食起居情况。据水文部门的报道，新中国成
立 后 的 第 二 次 最 大 洪 峰8300 个 流 量 安 全 通 过 泺 口 观 测
点。
那几天老是不时来一阵雨，不约而至的雨令人束手

无策。9月10日下午2点，我刚好在黄河大坝上。随着一
阵小雨撒过，突然喇叭里传来低沉的哀乐，我们最敬爱
的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悲痛万分的我哽咽不止，泪水
禁不住流下来，雨水与泪水模糊了双眼。
没有几天的时间，进入二道坝的黄河水很快清澈
了。初秋的阳光照射在蓝盈盈的水面上，村庄和庄稼在
水中若隐若现，村头一块高地的苹果园格外显眼，果树
上那些黄澄澄、红彤彤的苹果在阳光的折射下熠熠生
辉，那些果子都要成熟了。
这时，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有些村民看到泡在水中
的苹果很是着急心痛，他们悄悄进入二道坝内去摘苹
果。一叶扁舟在这么大的水域中划行是很危险的，随时
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我们紧接着又投入到阻止村
民摘苹果的行动中去。最令人着急的是，个别村民趁着
夜色偷偷划船去摘苹果。一切为了村民的安全，我们又
折腾了好几天，用今天的话说，还逮住了几个不守法的
人。
险情不退，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几个在杨史道口管
理区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等黄河的水完全消退下去，才
完成了我们光荣的使命。
我是第一次住在黄河岸边，喝着咸味很浓的黄河
水，吃到了香喷喷的黄河大米。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就经
历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的确给我留下了弥足珍
贵的回忆。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这里早已物是人非，
旧貌换新颜。新农村的建设如火如荼，村民又乔迁新
居。附近的几个村庄整合在一起，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
鳞次栉比，成为黄河岸边一道靓丽的风景。

由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对加强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的思考
◇张化军/区委编办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们国家和社
会的一场严峻挑战，更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
验。疫情肆意蔓延，我们国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防控举
措，由国家层面到基层社区层面，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能力的制度优
势。社区作为基层组织，是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石，是社
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进一步加强社区基层建设，
已经成为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社区基层治理在抗疫攻坚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健全
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
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
制”。社区基层就是党中央政策落实机制的最终环节，
它关系到党和国家各项举措的落实成效。通过这次疫情
防控可以看出，社区居民群众的居家隔离、居民区的封
闭卡口管控、居民区的消毒防控、居民群众健康出行证
件的办理等各项措施均由社区基层落实完成，为稳控疫
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巾帼不让须眉

社区基层组织建设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基石。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做出的重要决策，是解决党和国家重要决策能够迅速
扎根落地，将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基层有效化解，构建和
谐社会和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战略考量。当前社区
工作普遍存在社区人员力量紧缺、社区工作缺乏领导支
撑等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社区基层组织的政治地位和
能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在疫情防控中，社区工作人员
要做的不仅仅是落实管控措施，在具体操作层面，除了
尽可能避免激发负面情绪的同时，还要最大程度满足居
民的需求。社区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如何，
是这次抗疫攻坚战中获得群众信任和认可，形成“群防
群治”“联防联治”防控格局的关键所在。
党建引领在社区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
治理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有序展开。从疫情防控
中可以看出，在社区负责宣传动员、联防联控、舆情引
导等方方面面，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社区治理
中，社区党组织必须加强对社会治理各方面、各环节的
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
理、源头治理。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

断提升社区党建的服务力，将社区党建引领和社区共建
共享紧密结合起来，将党建与群众关切关联起来，抓住
社区居民最关心的事情，破解社区治理的难点问题，通
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提
升社区服务水平。通过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证明，
社区的组织领导力至关重要，“关键时刻有人带”、
“攻坚克难有保障”，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网格员队
伍、党员志愿者队伍、社区楼栋长骨干力量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为各项疫情防控举措不折不扣地落实起到
了组织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是一次严峻
考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但这种现代化不是简单地利
用现代先进技术就能实现的，制
度优势和组织保证同样是我们的
基本支撑。通过这次疫情阻击
战，充分证明了党的领导是实现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
在，是提升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根本保障。

践行“工匠精神”

千钧一刻挺身出

——
——
—
——记区城管局道德模范赵辉
每天迎接第一缕晨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兢兢业业，任劳任
怨，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漫天飞雪，赵
辉始终战斗在环境卫生工作第一线！
2018年3月份，因工作需要，赵辉同志从全福街道环卫所调任至区
城乡环卫一体化推进办公室主持工作。进入新岗位后，她全身心投入
到推进我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当中，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改革完善
考核奖惩制度，大大增强了街镇互相交流、互相进步的积极性。在日
常工作中，她注重加强对街镇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力度，持续提升辖
区内人居环境卫生水平，促进街镇环卫工作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她始终以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实干的精
神，不断创新思路，积极推进环卫工作，持之以恒的爱岗敬业奉献精
神，深深打动着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全年工作评比中，她所带领
的城乡环卫一体化办公室总成绩更是名列全局第二，被评为先进科
室。
作为一名优秀的事业干部，赵辉同志不仅具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
验，还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特别是在主持城乡环卫一体化办公
室日常工作后，创新管理模式，不断创新思路积极推进。因工作突
出，今年赵辉负责全区垃圾分类工作，她马上进入状态，带领科室人
员深入社区单位开展调研。赵辉同志作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牵头
人，负责全区涉及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九个街镇的业务指导、检查考
核以及督办等工作。针对各街镇对村居考核内容、扣分标准不统一的
情况，规范统一各街镇对村居的考核标准、考核力度，有效促进村居
环境卫生总体质量提升。同时结合我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实际，起
草编写《历城区开展清脏治乱歼灭战行动建立城乡环卫一体化长效管
理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全面统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使全区
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进一步提质升级。
赵辉同志在工作中一直发挥着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饱满的热情
对待工作，加班加点，勤于总结，为了更好地做好两个办公室工作，
同科室工作人员认真分析研究工作，并制定计划，责任到人，使各项
工作高标准、高效率地有序开展。
坚守一线，做好创城复审。2019年4月份，全市进入创城复审迎查
工作开展时期。为了全面做好辖区内创城复审迎查工作，赵辉同志着
眼全局、细节处入手，认真对照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查工作细则，强
化对街镇驻地、垃圾中转站等部位督导检查力度，仔细排查，不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和问题，扎实推进创城复审迎查工作。赵辉同志带领科

室同志持续开展“行走村庄”活动，全面查找薄弱、精准施
策、补齐短板、建立长效机制。加大对辖区内环卫保洁、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检查和业务指导；依据实际，分层
次、划重点、分类指导、阶梯提升。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
环节，赵辉同志与环卫所长、管理干部进行现场指导交流，
拿出有效措施和落实长效管理，切实做到行走保洁第一线、
将薄弱解决第一线、把长效管理建立在第一线；坚持以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进程，切实将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迎查工作落实到实处。都说没有白下的力，在
她的带领下，全区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以精细化、长效化的
保洁管理标准，常态化做好迎接各类检查，圆满完成了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迎查工作任务。
赵辉同志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努力工作、勇挑重
担、不畏艰险、干事创业、勇于创新、为民办实事，曾获得
多项个人荣誉：2014年被济南市城管局授予“创卫标兵”荣
誉称号；2017 年11 月被济南市文明办评为“最美创城好市
民”；2018年1月被济南市委市政府评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先进个人并记嘉奖”；2019年4月被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授予“历城好人”荣誉称号；2019年12月被区委区政府评
为“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巾帼不让须眉，赵辉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女子
一样可以顶天立地。赵辉同志勇往直前、迎难而上的“工匠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必将激励我们继续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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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老爱亲好医生

——
— 记区中医医院道德模范李东

身边的感动 榜样的力量
地址：济南市历城区便民服务中心

炉子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多，样式全。我在济钢见过百吨千吨的大炉
子，在饭店见过小巧如手掌的酒精炉。但是封炉子这个词，你是熟悉还是
陌生呢？有没有操作过？如果你熟悉又了解，那么你的年龄应该是四十岁
以后的，90、00后的年轻人，无论是城市的、农村的大都已经对这个事情
不熟悉，甚至好奇。
炉子的故事有很多，我却对封炉子情有独钟。封炉子是相对于点炉子
而言，点炉子不容易，需要“引柴火”，先放引柴火点燃，把炉子烧热
后，添上一些“引柴火”，再放煤渣子才行，点儿背时来个两三遍，屋中
烟熏呛人，现在想想还是很有意思的。封炉子相对点炉子来说，封炉子的
难度技巧要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重要的应该是经验。既不能封死灭
了，还不能燃烧完了灭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炉子的使用率还是很低的，
能使用煤炉子，是奢侈的、很有面子的事情，像现在谁家买了宝马奔驰一
样。记忆中，那时只有大队部、公社的“公家”地方才有熊熊烈火、暖意
浓浓的“夏天”。在农村的我，看到过拿着孩子的棉袄、棉裤、小被褥去
煤炉旁烘烤的速干模式。烘烤过程中，大人小心翼翼地，十分专注，值班
的民兵卷一只烟，神气地嘬上几口，颇有点高人一等的感觉。我也是因为
父亲干村医，叔叔是民兵，沾点人情而时不时地去蹭“热度”，印象中第
一块烤地瓜就是在那个时候美滋滋地吃上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市农村使用炉子的人很少，很多时候是不封炉
子，而是第二天重新点炉子，以便节约点煤炭。
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条件好点了，单位、农村、城市居民中条件稍
好的开始封炉子了，城市里使用的多是煤球、蜂窝煤，烧炭的家庭也有。
城市里的炉子多是“国标制式”的商品，农村的炉子杂七杂八的什么样式
的都有，有铁盆改造的、有铁桶改造的、有瓷罐瓷管改造的、有自己用砖
块和泥巴砌的，富裕的家庭才有铁皮做的“商品炉子”。炉子的好坏对于
封好封灭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封炉子的人掌握的经
验技巧。炉子封得好，第二天早上捅开就能着火燃烧。如果抬杠说，封到
第二天中午才行，这个真的做不到啊！封炉子时长一般是八九个小时。
我第一次封炉子大约在1985年左右，那时家中的炉子是那种用砖块和
黏土堆砌起来的，用砖块或者用20公分的瓷管子连接做烟筒，烧的是煤渣
子块，我们那时俗称叫“渣子”。就是用煤沫粉煤渣子按3：1或2：1的比
例和黏土搅拌在一起，搅匀晾干后切割成二三十公分的方块，随时备用，
用时再砸成三四公分的小块。弄“渣子”也是个技术活，黏土要选好的，
比例要根据煤沫子、煤渣子的“好燃烧”的程度进行调整，已达到“煤渣
子”燃烧旺、好点火的目的。我也曾看着父母在天气好的时候砌“渣
子”，每次搅拌后摊均匀约两个来平方米，厚度大约在三四厘米左右，这
是个力气活，我也曾干过。
有次父母外出不在家，我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封炉子”。先把炉
膛里中下层烧乏的“渣子”用铁钩子从下面的灶坑中捅下来，腾出炉膛中
约三分之一的空间，这时均匀地平放上“煤渣子”，上面再用一层稍微潮
湿的“渣子”屯住炉口，然后用铁钩子来回抹平，再在上面插上两三个
孔，以防直接“闷死”。这么多年了，对自己三十多年前的这个事仍记忆
犹新，不曾忘记。虽然认真按父母交代的操作步骤一丝不苟地进行了，第
二天早上煤炉中的“渣子”仍然燃尽烧乏，三个字，没封好，再三个字，
失败了。
随着包田到户、个体经济、乡镇经济的发展，从“煤渣子”到“蜂窝
煤”，然后是有计划定量的有烟块煤、无烟块煤，无计划的高价块煤，乃
至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煤气罐煤气灶，无不展现着农村居民、城市居
民收入的增加，社会的发展，经济的逐渐强大。在2019年底，我们附近二
十几个村统一安装了港华燃气的壁挂炉、燃气炉，每户国家补贴了近万
元，据说每户每年还补助1200元的燃气补助费，与煤渣子、煤沫子挥手说
再见的时刻正慢慢地到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点暂时不适应，甚至是取
暖费用的加大，但是大势所趋，只会稳中前行，不会再回到封炉子的时候
了。我不是愿意留恋过去，而是回忆能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让我
向往明天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浮躁不安迷离时能让我清醒，找得到自己。
近几年，雾霾天数逐年减少，青山绿水金山银山增多，沙漠化生态治理成
效斐然，塞罕坝人的奉献精神，都是我所期盼的向往的，我们正在亲身经
历一个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突发奇想，封炉子可否申请非物质文化民间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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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1968 年10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副主
任医师，现任历城区中医医院糖尿病、查体科主
任；1989年7月毕业于菏泽医专医学专业，组织分配
至历城区中医医院工作至今；2000年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李东同志给人第一感觉就是正气凛然，走路带
风，一身阳刚气十足的气质。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
庭，父亲李延昌、母亲刘增云均为我区卫生战线医
务工作者，由仲宫到柳埠再回到仲宫，二老服务历
城山区百姓三十年，姊妹三人均出生于仲宫历城县
人民医院。其母亲刘增云同志是我区“山东省优秀
护士”称号获得者，因长期艰苦工作导致患有高血
压、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病症，近十年多次住院治
疗，2017年8月因意外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于2018
年2月在山东省中医院接受“股骨头置换术”，至今
恢复不佳，生活仍不能自理。在省中医住院期间，
李东同志与姐妹三人悉心照料母亲，手术前一天李
东同志帮母亲抠大便的场景感动了同病房病友及家
属，其中一病人家属连夜写了文章发朋友圈，赞
叹：从没有见过这样孝顺的儿子！在李东及姐妹的
照料下，老母亲现已能在室内靠助行器进行局部活
动。李东同志的岳父岳母分别于2006 年、2009 年患
癌症并进行手术，李东同志也是彻夜陪护老人，得
到邻里广泛称赞：真是一个千里挑一的好女婿！可
惜祸不单行，他的妻子2014年8月罹患癌症，面对可
怕的病魔，李东同志勇敢担当，鼓励妻子接受了手
术治疗，术后悉心照料。本以为平静的生活就这样
继续下去，可是2017年4月，妻子的癌症再次复发，
真正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李东同志只有一个
念头，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妻子生命。这是一
条艰苦漫长的路，除了寻医问药、术后化疗、喂水
喂饭、包揽家务，更多给予妻子的是不离不弃、渗
透到心底的精神温暖。在家里，他尽可能多地分担
家务，照顾妻子，并经常开导妻子，鼓励她战胜病
魔。在李东同志的关怀和照料下，其妻子现已重返
工作岗位，身边人都感叹，这真是一个奇迹！
夜间在省立或齐鲁医院监护室外陪亲人，白天
在单位接诊病人、忙科室工作，是李东同志10多年
来工作生活的常态。在工作中，李东同志待病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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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耐心细致接诊每位患者，由于平常接诊的糖尿病患者
居多，为防止患者突发低血糖，他的抽屉里常年放着饼干、
糖果等以备不时之需；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至关重要，而
血糖又与患者的生活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曾有患者因不良的
饮食习惯，造成服用多种降糖药仍不能控制好血糖而导致多
种并发症。为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血糖，李东同志在忙碌的
工作中，抽时间为糖尿病患者进行科普知识讲座，以使患者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广受患者好评。
生活中，李东同志也始终心怀医者仁心。2016 年“五
一”劳动节，李东同志陪家人登千佛山，在千佛山历山院，
突然听到人群一阵喧哗，“快救人啊！”李东同志挺身而
出，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原来是一名来济游玩的外地男青
年突然晕倒在地。凭借多年临床经验，李东同志迅速判断出
这 名 青 年 可 能 是 突 发 癫 痫 ， 他 让 周 围 的 人 拨 打120 急 救 电
话，自己迅速采取急救措施，成功挽救了这名18岁年轻人的
生命。当时救人的图片，获中国医师协会组织的2016 年度
“感动一刻”最热图片。
2014 年、2017 年，李东同志两次无偿献血，共计800 毫
升，2017、2018年连续两年被区卫健局党组评为“优秀党员”，
2019年4月被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历城好人”荣誉称
2019年11月被评为历城区道德模范，
2020年4月被济南市精
号，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济南好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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