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9.30综 合B3
CONSUMPTION DAILY 责 编:陆 俊

郧阳汉江绿谷，花团锦簇，美景如
画，游客如织。这如梦仙境的山水画卷，
源自郧阳区水土保持工程的扎实推进。
而今，在全区小流域项目治理中，每一处
治理的河流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人默默
地付出；每一座改造的山坡之上，都留有
他的脚印和汗水。他就是湖北省十堰市
郧阳区水土保持局局长郑全新。

30 年前，风华正茂的郑全新刚刚
走出校门，就选择了水利工作；30 年
来，岁月催生华发，但他初心不改，一
直坚守在水利岗位。“余生，我会一直
行走在田间地头，关注着水土保持建
设，为造福一方百姓奔走。”郑全新一
直在这样践行。

初心不改，坚守岗位守护一库净水

守好一库水，奉献一生情。郧阳区
水利和湖泊局一楼，一间陈旧的办公室
内，墙壁四周贴满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
每一处小流域治理项目的位置，旁边清
晰地标注着施工和竣工地时间；办公桌
和椅子上，堆起了一人多高的水土保持
项目建设资料和施工图纸；办公室门后
挂着两套雨衣，地上放着两双沾满泥土
的球鞋。

“这些年都已经习惯了，选择了这一
行，就必须得全力干好，要对得起国家、
对得起百姓的信任。”办公桌前，摘掉眼

镜的郑全新正埋着头，研究着新开工的
项目施工图纸。

说话间，他拿起药盒，抠出几颗药喂
进嘴里。“经常在野外工作，难免会有各
种疾病。”郑全新说，因长期跋山涉水，风
餐露营，而今落下了风湿病、胃病、高血
压等多种疾病。

今年 50岁的郑全新是郧阳区水土
保持局局长。30年前，刚刚从学校毕业，
他就选择了水利岗位。“郧阳区地处山
区，山高地少，我有义务为家乡服务。”谈
及初衷，郑全新如是说。

工作的第一站，是到原郧县桂花乡
水利管理站任技术员。“干水利工作，特
别是在基层，还是非常辛苦的。即使再
偏远的地方，也必须到现场了解清楚情
况。”郑全新回忆，刚刚参加工作时，怀着
满腔热血，但几次野外挑战下来，有些泄
气，皮肤晒得黝黑，脚上磨出了水泡，身
上多处被树梢挂破。但他最终还是坚持
了下来。

没多久，郑全新有机会调进城区其
他行业工作，但他义无反顾地说：“当初
我选择了水利工作，我就得坚持走下去，
干出点成绩。”

几年后，郑全新负责起水土保持项
目建设，先后在郧阳区青山镇、南化塘
镇、白桑关镇等多个乡镇工作，主动担负
重大水土保持工程实施。

碧水北上，扬波千重；长河泱泱，利
泽万方。郧阳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核心水源区，其水质优劣对丹江口库区
水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 年 2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丹江口库区及上游
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2007年
3月，为了保护库区水源水质，确保一库
净水永续北送，郧阳区正式启动了丹江
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
（简称“丹治工程”）。

作为郧阳区水土保持项目规划设计
和建设地直接负责人，郑全新深知肩上
责任重如千钧。项目前期准备、野外勘
察，与设计单位、项目所在乡镇协调……
所涉及到的每个细节，郑全新都要亲力
亲为。

“鞋子破了可以再换新的，身体受伤
了可以再养，但项目出问题了，可就是天
大的事。”郑全新说。扎实的工作作风，
使得前期项目顺利完成，并为后期调水
工程提供有力保障，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4年 12月 12日下午 14时 32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汉水碧波折身向北，润泽京津冀豫。驻
足汉江（河）畔的郑全新，望着清澈的江
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露出了欣慰的笑
容。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多年来，郑全新还先后参与完成了
《郧阳区水土保持十年规划》、《郧阳区水
利扶贫规划水土保持》、《郧阳区坡耕地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等一系列规划
编制。面对每一项急难险重的工作，郑
全新总是冲在前、干在先，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资料收集难等多重困难，顺利完
成规划编制工作，为全区水土保持项目
立项起到了规划引领作用。

三十载坚守水保一线，半甲子岁月
无悔人生。从走上工作岗位至今，郑全
新坚持“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参与郧阳区水土保持工程 18个项目区
的 86条小流域治理，共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1457.17平方公里。没有丝毫怨言，只
有默默付出，他始终担负着一名库区护
水使者的重任，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丹江
口库区“水缸”守护人。

情系民生，治理水土造福一方百姓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今年“五
一”小长假，郧阳区茶店镇樱桃沟村，游
客三五成群，人流如织，或田间采摘草
莓，或溪流边戏水，或驻足赏美景。

在村口的拦砂坝、景观桥上，游客正
拍照留念，潺潺溪水长流，水车悠悠转
动，一幅乡间田园生活画卷舒展眼前。

“真没想到现在村里会变这么美。”
夕阳下，在溪水边纳凉的村民周伟不禁
感叹，现如今的生活比城里人都舒服，有
吃有穿，环境也好，坐在家里开农家乐就
能挣钱。

樱桃沟村，位于十堰城区和郧阳区
结合部，因漫山遍野的野生樱桃树而得
名。曾几何时，这里是名不经传的穷乡
僻野，出行交通不便，山坡荒草丛生，村
民生活贫困。而今，随着美丽乡村建设
推进，整个村庄脱颖而出——漫山郁葱，
果树飘香，流水潺潺，如梦如画，成为名
副其实的全国乡村旅游名村。

这一切的巨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该村小流域工程治理。据郑全新介绍，
樱桃沟小流域属神定河水土保持项目
区，郧阳区启动“丹治”工程后，将其纳入
水土流失治理的首批小流域之一，对该
村“山、水、林、田、路”进行统一规划，因
地制宜，合理布局，把保护生态环境、治
理小流域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有机结合起来。

“流域未治理前，该村水土流失面积
为 2.5 平方公里，年造成水土流失量约
9100吨。”郑全新说，2013年，郧阳区投
资 900万元，按照“山顶营造生态林、山
腰种植经果林、山脚改造当家地”的治理
规划，在该村新建设当家地 300余亩、高
标准经果林 1800余亩，营造水土保持林
3500亩，溪沟整治1800米，修建拦砂坝5
座，配套水窖100余口、沼气池200余口。

“因为标准高、工期紧，我必须得对
一砖一瓦负责。”郑全新回忆，那段日子，
他和工人们一同，吃住在工地，每天戴着
草帽，顶着烈日，亲自督办工程进度和质
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治理后的樱桃沟小流域森林覆盖
率达 80%以上，水土不流失，流域治理
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逐步显现。如
今，该村已成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
旅游娱乐为一体的城郊型生态农业新
典范。农家美食飘香，乡村美景如画，
原生态乡村的生活吸引大批量省内外
游客前来度假畅游，村民年均纯收入达
治理前的10倍。

樱桃沟的项目建设，仅是郧阳区小
流域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在郧阳
区青曲镇清水河、南化塘镇罗堰村等地
的水土治理过程中，郑全新创新性地提
出“打造清洁型小流域”新理念，亲自参
与项目策划、决策，奔波项目建设一线，
确保治理有效、清水入库，一库净水奔流
北上。

“我是农民的孩子，能为百姓做点
事，我很荣幸。”郑全新说，多年来，每一
个水土治理项目竣工，看着农民的生活
蒸蒸日上，他的内心满是自豪与骄傲，

“我相信，通过水土治理，农业种植将更
加高产高效，乡村将变得更加美丽富饶，

农民生活将更加美好。”

深耕基层，用心用情绘就乡村画卷

郧阳，这块被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红
色土地，曾先后有六支人民军队在此浴血
奋战，开创了革命根据地。这里还曾是中
原突围队伍战斗的主战场之一，红色革命
精神一直在此传承。

1958年3月，郧阳大堰公社建设管理
区治山、治土、治水(简称“三治”)掀高潮，
成为湖北省三治建设红旗单位；当年11月
26日，劳动模范高华堂、张志荣、张天书因
此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59年，高华
堂以全国劳模身份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
10周年庆典；1960年5月，上海电影制片
厂来郧阳拍摄了大堰“三治”工程纪录片，
随后在全国上映。

“自小，我就听长辈们讲中原突围和
高华堂治理水土的故事，这对我后来的工
作有很大启发。”郑全新说，正是这种红色
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他，以“滴水穿石”和

“愚公移山”的执着，用心用情来治理郧阳
的山水，守护绿水青山。

工程项目建设，资金得有保障。如
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作用，在郧阳区找
到了答案。“水土保持以奖代补，基础是
水保，奖补资金是发挥财政资金‘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助推民间资本进入水保
行列，助推水利事业发展。”郑全新介绍，
近年来，郧阳区大力推广以奖代补政策，
让企业在库区经营的同时，保护库区水
土资源，还能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奔小
康。以奖代补，可谓是一举多得、利国利
民的好事。

依山傍水有农家，生态村庄晚映霞。
百亩良田栽锦色，一畦疵地种鲜花。而
今，行走在郧阳区柳陂镇黎家店村，白墙
黛瓦的民居依山傍水，宽阔平坦的柳五路

穿村而过，太阳能路灯沿着河岸蜿蜒伸向
远方，村内环境整洁、鸟语花香，党群服务
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村级卫生室、
学校等一应俱全。

殊不知，6年前，这里还是秃岭荒山，
交通不便，发展滞后，属于典型的软弱涣
散村、经济空壳村。黎家店村的巨变，得
益于水土保持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带来
的福祉。

2015年11月，黎家店村在外创业成
功人士潘书华回村，投资建设集有机农
业、民宿度假、游憩观光于一体的十堰市
城郊生态文化游憩带——“百浪江观光
园”，成立十堰市百浪江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得知有能人返乡创业，郑全新喜出
望外，积极推介以奖代补项目，并得到潘
书华认可。双方不谋而合，项目迅速顺利
推进。

百浪江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打造生态农业采摘
园、土禽土畜散养园、民宿度假休闲园、动
物植物亲子园、汉江水上娱乐园，按照“一
年扶壮，两年见效，三年丰产，农企互利”
的发展规划，让黎家店村脱胎换骨，走上
了乡村振兴之路。

生态兴，则文明兴。如今，黎家店村
有山，有水，有田园，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文明乡风蔚然成风；在全村人心中，“留
青山、保绿水、守净土”成为共识。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时下，
从中央到地方正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把郧阳乡村建
设得更加美丽。”郑全新介绍，作为郧
阳水土治理领头人，他将继续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双脚粘泥行走在一线，用心用情推
进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描绘出乡村振兴
的美丽新画卷。

（杨文华 李 寅）

□ 本报记者 王永彬

生活中，他重情重义、为人真诚，
是同事们眼中的“好兄弟”；工作中，他
勤勉务实、踏实肯干，赢得领导同事的
一致赞赏。他以积水成渊的韧劲、逆
水行舟的闯劲、水滴石穿的钻劲做好
新形势下监督执纪工作。进现场、查
档案、听汇报，夜以继日，已经成了纪
检监察干部李睢太工作的常态。

多年的纪检工作从业经历，磨砺
出了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坚持
以日常监督为主，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纠正、限时整改、跟踪稳效；他
坚持求真务实，重实证，严把关，把纪
检监督工作一一落在实处。

坚守工作前线，心系维稳安保

自从从事纪检监察工作以来，李
睢太带领案件室全体同志自办案件
400 多起。组织调查了“农妇追凶 17
年”、“4.28 校车事故”、“某县民警拥有
5个身份证”等多起社会关注度较高的
案件，圆满完成了河南省委巡视组交
办的 37 起案件，并多次配合中纪委、

省纪委、市纪委查办案件。
2017年 10月 9日，周口市公安局成

立 6个“十九大”安保维稳督导组，李睢
太为第五督导组组长，分包商水县、淮阳
县（现淮阳区）安保工作。李睢太和他的
组员们，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工作，从早晨
5点多的早班客车，到晚上通宵的网吧，
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点。从物流公
司、烟花炮竹销售点，到车站、加油站、水
站、化工店、学校等等，他们的足迹遍布
了分包县区的每个乡镇……他们最终圆
满完成了安保维稳督导任务。截至十九
大安保工作结束，李睢太任组长的第五
督导组共督导检查基层所队 50多个，发
现问题170多个，上报典型问题46个。

然而完成任务后组员却说，“我们圆
满完成了任务，心里本应该放松，可李组
长的身体情况让我们有些担心……”。
原来，就在 10月 17日夜里，李睢太忽然
感到前胸和后背巨痛，在床上翻来覆去
难以入睡，连日来，队友们已身心俱疲，
关键时刻怎能动摇军心，于是李睢太对
自己的病情选择了隐瞒。两天后，去医
院检查时，他的前胸和后背水痘密布，体
温达到 39.2度，医生说如此高烧再不治

疗可能会危及生命，建议他立即住院治
疗。可李睢太没有照做，等到烧退了，他
就开了药，继续回到工作岗位。每天趁
组员上报信息的时间在办公所附近的诊
所输液，拔掉针头后依然继续工作，他笑
着说：“现在是安保维稳的关键时刻，我
一手抓治疗一手抓工作，两不耽误”。

深入防控一线，确保防疫有序

2020年新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人们陷入恐慌，一场全民参与的
疫情阻击战在全国打响。李睢太主动承
担起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工作，制定了《驻
周口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加强疫情防控
监督执纪工作方案》，采取“小分队、轻骑
兵”的形式，深入防控一线，了解情况，发
现问题，督促整改。

2020年1月30日晚，在督导检查中，
李睢太发现周口高速北站及高速东站防
疫卡点由于防疫物品严重不足，公安民

警除了口罩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相当于
赤膊上阵，感染风险极大。他连夜将检
查情况书面呈报领导，对市公安局后勤
部门下达保障防疫民警防护物品的纪律
检查建议书，组织协调各单位全力解决
一线民警疫情防护物资装备，确保数量
充足、随时更换。以有力的监督手段，确
保疫情防控关键节点畅通有序。

前方的疫情防控工作井然有序，后方
偏瘫 8年之久的老母亲正在医院接受治
疗，李睢太分身乏术，他只能白天在抗击
疫情各个卡点督导工作，晚上照顾病床上
的母亲。有同事劝他，这里有我们呢，单
位这么多年轻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你先回
家照顾老人，李睢太摇了摇头说：“年轻人
正需要我们带领他们打前阵哩……”。同
事们都说，其实，他是光想着保护大家呢。

坚守廉洁底线，谨防破窗效应

案件查办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最重要
最敏感的岗位之一，李睢太始终绷紧一根
弦，杜绝“破窗效应”，防微杜渐。他拒绝各
类礼品、礼金，高度保持纪检监察干部的警
惕性，在法理和人情之间严防死守，不逾底
线，保持党性纯洁。为此，李睢太“得罪”了

不少亲友。但他一点都不后悔，李睢太认
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监督执纪就
像一面镜子，要时时对照以“正衣冠”。纪
检监察干部唯有一身正气、为人干净、为官
清廉，才能服于人、信于人。

他说：“公安机关是群众伸张正义的
地方，我们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就是对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负责。”

针对群众反映的周口市公安局车管部
门存在的办公秩序混乱、违规中介介入业
务办理等问题，按照上级领导安排，李睢太
经过多方协调、组织太昊分局、荷花分局、
特警支队，牵头对交警支队车管所、驾驶员
考试中心开展了集中治理和查处，拘留“二
道贩子”16人，并形成长效打击机制。

李睢太常常说，“不管是纪检监察干
部，还是一名普通党员，都要做到对党始
终忠诚，做人永远干净，干事敢于担当”。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始终以高标
准要求自己。近年来，他3次荣立个人三
等功；2019至2020年连续两年获得周口
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连续两年被
周口市纪委监委授予全市纪检监察系统

“十佳派驻标兵”；2021年获河南省纪检监
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坚守三十载 拳拳水保情
——记十堰市郧阳区水土保持局局长郑全新

河南周口纪检监察干部李睢太：做好新形势下监督执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