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梁日报微信公众号 吕梁新闻网 一指吕梁客户端

国内统一刊号：CN14－0028 邮发代号：21—28

中共吕梁市委机关报

吕梁日报社主办 吕梁新闻网：www.sxllnews.cn

10
2019年 5月

第9597期

农历己亥年四月初六

星期五

今日8版

山西省一级报纸

要闻部邮箱：llrbywb@163.com 电话：8227878—8024要闻部主办 本版组版：闫广明 责编：梁瑜 岳旭强 校对：刘挺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5月 8日，全市 2019
年度目标管理工作会议召开。省政协副主席、市

委书记李正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立伟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月生，市政

协主席刘云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广勇等

市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通报了全市 2018 年度目标责任考

核工作情况以及推荐担当作为表现突出干部的情

况、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指标完成情况和开发区发

展水平考核工作情况，宣读了市委、市政府关于表

彰 2018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县市区和市直单

位的决定。

李正印在讲话中指出，要树立一流标准。去

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抓

好“四件大事”，全力实施“十大举措”，较好完成了

全年各项任务，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同时要看到，各地各部门的工作还不平衡，都

不同程度存在短板和弱项，务必保持清醒。各级

各部门要以评定为优秀等次的县市和市直单位为

榜样，拉高工作标杆，明确追赶的措施和时间进

度。考核成绩靠前的要再接再厉、勇攀高峰，处于

中游的要突破瓶颈、力争上游，等次靠后的要知耻

后勇、奋起直追。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大讨论成果，

推动全市整体工作迈上新台阶。

李正印指出，要坚持正确导向。要坚持政治

标准，确保中央、省委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全面正

确有效贯彻。要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破解难题，力

争更多改革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要坚持转型

发展，加大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考核，特别是要

加大对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落实情况的考核力度。要坚持民生改善，特别是

要聚焦脱贫攻坚，推动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细化考核

标准，实化考核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做深做细。

李正印指出，要强化问题意识。要坚持问题

导向，进一步找准差距症结，真正使考核的过程成

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要带着问题考核，

不仅要考核规定动作的完成情况，也要了解工作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积极推

动问题解决。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本地

本单位的突出问题心中有数，抓具体、具体抓，绝

不能大而化之。要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防范

意识，提高化解能力，把工作想在前、做在前，做到

有备无患，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李正印指出，要改进考核方式。要认真贯彻

落实新颁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不

断优化考核指标体系设置。要坚持区别对待，根据各地的地域差异、发展基础

以及各部门工作特点，完善差异化指标考核体系。要突出实干实绩，降低主观

评价权重，增加客观业绩分量，更好发挥对全市整体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要坚持客观公正，既看各项指标完成情况，也看工作质量和群

众满意度，还看被考核对象的主观努力程度。要强化结果运用，严格兑现奖优

罚劣。

李正印强调，要弘扬吕梁精神。要始终牢记习总书记“把吕梁精神用在当

今时代”的重要嘱托，将吕梁精神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责任和激情。

要主动见贤思齐，在德、能、勤、绩、廉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努力实现工作状态和

能力素质双提升。要不断增强“八个本领”，提升政治能力和专业水平，更好胜

任岗位职责要求。要始终高度负责，心中有党、肩上有责、眼里有活、干在实

处，对本职工作要尽职尽责，面对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要站在一线、敢

于攻坚、勇于克难。要保持过硬作风，坚持“一线工作法”，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切实以过硬作风促进工作成效整体提升。

王立伟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切实把

会议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紧盯今年考核目标任务，加强组织领

导，细化职责分工，明确时间进度、思路举措和责任主体。要进一步巩固拓展

大讨论成果，乘势而上、开拓奋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会上，中阳县、市国资委、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作了表态发

言。主会场参会人员还对各县市区长述职进行了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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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5 月 7
日至 9 日，由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城

建环保工委主任李栋梁率领的省人

大检查组来我市开展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

李凌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月生、

副主任孙晋军、秘书长刘雁斌分别

陪同检查。

检查组先后深入离石区、汾阳

市、交城县的水源地、自来水厂、污水

处理厂和有关涉水污染企业及黑臭

水体治理、农村水污染治理等现场，

全面检查我市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

法情况。检查组表示，吕梁市各级职

能部门要紧盯水污染防治基础设施

建设、重点流域水污染、工业园区水

污染、农业农村面源污染等问题，持

续抓好水污染防治执法检查工作。

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存在的短

板和问题，细化工作方案，强化措施

办法，切实加强监督和专项调研力度

频次，推动问题有效解决。县市区政

府和各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既各司其职，又协作配合，为吕梁

打好碧水保卫战、污染防治攻坚战作

出应有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
执法检查组在我市进行实地检查

郝月生陪同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5月 9日，首

届吕梁文学季在汾阳市贾家庄村隆重开

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廉毅敏致辞并宣

布开幕。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李正印

致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

主任张羽，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郭健，省

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中国作家书

画院副院长郭新民，山西传媒学院院长李

伟，市领导任忠、李小明等出席开幕式。

吕梁文学季由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

发起，由诗人、评论家欧阳江河担任文学

总监。首届吕梁文学季于 5月 9日至 5月

16日举行，在汾阳市贾家庄村设主会场，

在临县碛口古镇设分会场，将围绕“从乡

村出发的写作”这一主题，举办大家演讲、

学术对话、莫言研讨会、校园日、朗读会、

写作工作坊、电影放映会、艺术展览等一

系列文化艺术活动，邀请阿来、格非、李敬

泽、莫言、苏童、西川等文学家参加。

廉毅敏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欢迎

远道而来的嘉宾，对首届吕梁文学季的

举办表示祝贺。他讲到，山西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人杰地灵，为中华文明的发祥

传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要

贡献。上下五千年历史变迁，积淀了丰

富的文化底蕴，成为山西的独特禀赋和

宝贵财富。山西是文学的沃土，从尧舜

时期起，就创作了中华文学史上的无数

经典华章。近代以来，山西涌现出“山药

蛋派”著名作家群体，创作了《吕梁英雄

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人说山西好风

光》等佳作。近年来，文学晋军砥砺前

行，三晋新锐不断书写新篇章、创造新业

绩。当前，我们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这是一个生机勃勃、

万象更新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激荡人民

情怀、孕育文学精品的大时代。举办首

届吕梁文学季，体会“从乡村出发的写

作”这一主题，感受厚重文化的伟大实

践，交流创作经验，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相

关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

廉毅敏希望，各位文学家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与时代同呼吸、以人民为中心，从乡

村出发，走进实践深处，用情、用心、用功

书写人民、歌唱人民，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李正印代表吕梁市委、市政府向来

自全国各地的嘉宾、文学家、广大文学爱

好者表示热烈欢迎，向给予本次活动大

力 支 持 的 各 界 朋 友 表 示 衷 心 感 谢 。 他

说 ，吕 梁 历 史 悠 久 ，文 化 灿 烂 ，名 人 辈

出。吕梁与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唐代就有汾阳诗人宋之问“近乡情更怯，

不敢问来人”思乡名篇、著名诗人杜牧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

赞村佳作。吕梁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产

生过《沁园春·雪》《吕梁英雄传》等著名

革命文学作品。上世纪 50 年代，山药蛋

派代表作家马烽在贾家庄体验生活，创

作 了 反 映 农 村 生 活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今天，首届吕梁

文学季隆重开幕，对于繁荣乡村文学、打

造书香吕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

说，吕梁是一个文学历史源远流长、乡村

文学底蕴深厚、适合进行文学创作、能够

创出文学精品的好地方。

李正印讲到，近年来，吕梁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攻

坚克难、砥砺前行。我们坚持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生态扶贫、光伏

扶贫、“吕梁山护工”培训就业成为三大品

牌。打好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既

需要文学激发精神力量，也需要优秀作品

反映吕梁人民的生动实践，首届吕梁文学

季的举办正当其时。我们致力加快经济

转型发展，积极打造“吕梁——一个令人

向往的地方”品牌，推出了“山口村庄”品

牌线路，着力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为战略

性支柱产业。首届吕梁文学季的举办，必

将对吕梁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起到极大

推动作用。我们积极推动吕梁加快对外

开放，广泛聘请文化兴市专家、与高校建

立合作关系，全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新高地。首届吕梁文学季的举办，必将进

一步提升吕梁知名度，助力吕梁加快对外

开放步伐。

李正印讲到，举办吕梁文学季，是吕

梁落实习总书记嘱托、坚持文艺为人民大

众服务、推动吕梁文化振兴和乡村振兴的

具体举措。热忱欢迎各位文学家、广大文

学爱好者深入吕梁、了解吕梁、书写吕梁，

深入挖掘吕梁精神内涵，让文学的力量在

吕梁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他向大

家推荐了红色基因采集行、黄河黄土风情

行、乡村民俗体验行等八条经典采风路

线。他希望大家用生花妙笔讴歌新时代，

让广大游客“跟着作家看吕梁”，祝愿吕梁

文学季能够成为具有吕梁特色、山西风

格、中国水平、世界影响的高水平文学盛

宴和文化品牌。

开幕式上，欧阳江河作了致辞。阿

来、欧阳江河、贾樟柯等为来宾送上诗朗

诵。在贾家庄拍摄取景的短片《营生》进

行了首映。

首届吕梁文学季隆重开幕
廉毅敏致辞并宣布开幕 李正印致辞

图为首届吕梁文学季开幕式现场。 记者 薛志雄 摄

本报讯（记者 付永文 刘子璇） 吕梁

山下、汾河岸边，群英荟萃、少长咸集。5月

9日，汾阳贾家庄作家村正式揭幕，这是首

届吕梁文学季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山西乃

至全国首个为艺术家们体验生活、文学创

作专门打造的“温馨之家”，也是艺术家们

交流思想、碰撞火花的重要营地。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立伟，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郭

健，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中国作

家书画院副院长郭新民，著名导演、吕梁文

学季创始人贾樟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

授、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阳江河，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任忠等出席揭幕仪式。

贾家庄作家村位于贾家庄工业文化

创意园内，由焕章别墅、正清金屋、徽因水

坊、德生雅阁、天霖精舍、慕义红楼六栋小

楼构成，特以纪念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汾阳

生活工作过的冯玉祥（民国名将）、费正清

（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林徽因（建筑

师，诗人，作家）、万德生(美国传教士，汾阳

医院创建者)、卫天霖(中国现代油画先驱)、
恒慕义(美国国会图书馆首任东方部主任，

曾任汾阳中学校长)六位中外历史人物。贾

家庄作家村旨在为文艺创作者体验生活、

写作交流、驻点采风提供一处自在的营地。

王立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首届吕梁

文学季的举办和贾家庄作家村的揭牌表

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贾家庄是一个写

满奋斗故事的村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

轻人》的编剧马烽曾长期蹲点在这里体验

生活，村里至今保留有他写作、生活过的

旧址；著名词作家乔羽为电影创作了歌曲

《人说山西好风光》；贾樟柯导演更是生长

于此、创作于此，他导演的电影《站台》《小

武》《山河故人》等都是取材于当地、取景

拍摄于当地。吕梁也是一片文学创作的

沃土，晚唐诗人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人民作家马烽、西戎的

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等等，这些经典作

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特别是近年来

贾樟柯导演与文旅产业紧密结合，使汾阳

经济、文化、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真诚

欢迎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和媒体朋友，

常来吕梁山，常住作家村，共同感受吕梁

人民灿烂的文化生活，挖掘出更多吕梁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转型发展的感人故事，

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雅俗共赏的

优秀作品。

杜学文在致辞中讲到，贾家庄村历史

悠久，有诸多文学创作的素材，是文学素

材的肥沃之地。作家村的建立，将为全国

各地的文人墨客创作文学作品提供养分

与灵感，欢迎更多的作家来贾家庄村研讨

交流，共同推动乡村文学艺术不断发展，

不断繁荣。

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阳江河说，贾

家庄作家村就是一个让一位作家与写作

真正融合起来的地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贾家庄住过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

会有一个长长的名单，而这个名单便会构

成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

作家马烽女儿段惠芳等共同为作家

村揭幕。

汾阳贾家庄作家村正式揭幕
王立伟 郭健 杜学文等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5月

9 日，书法家赵望进书写“马烽春

联”捐赠仪式在汾阳贾家庄马烽

纪念馆举行，省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郭健，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杜

学文，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郭

新民出席。

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马烽，

从 1952年春第一次来到汾阳贾家

庄，到 2004年 1月逝世，几十年来

一直与贾家庄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贾家庄是马烽的第二故乡、

主要的农村文学创作基地。马烽

以自己在贾家庄的工作和生活为

背景，创作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

的文学作品，许多作品中的人物

都能在贾家庄找到原型。

捐赠仪式上，书法家赵望进

将书写的“马烽春联”现场向马烽

先生的女儿段惠芳进行捐赠。据

了解，此次捐赠的春联从 1991 年

到 2004年共有 19幅作品，内容均

为马烽平时所写。这些春联思想

主题鲜明，语言生动活泼，作家马

烽的人生轨迹和所感所想也清晰

可见。

赵望进表示，今年是马烽先

生逝世 15 周年，自己有责任把马

烽的春联写出来捐出来，以吊慰

逝者，启迪后人。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5 月 9 日，汾阳贾

家庄种子影院开业仪式举行，省文联党组书

记、主席郭健，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

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郭新民，著名导演、吕

梁文学季创始人贾樟柯，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

欧阳江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忠共同为种

子影院揭牌。

种子影院作为贾樟柯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在村庄里开设的单体

独栋式影院。“种子”一词取种子“破土萌芽”之

意，期望种子影院能够成为从村庄里破土而出、

生根发芽的文化种子，最终让电影文化在基层

枝繁叶茂，落地生根。

郭健代表山西省文联对贾樟柯的文学情

怀、电影情怀和家乡情怀表示敬意，对种子影院

的落成开业表示祝贺。他说，电影是人们观察

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希望种子影院像一

颗饱满成熟的种子种在贾家庄的大地上，伴随

着山西、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成长为参天大

树，启迪一代人。

任忠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种子影院的开业

表示祝贺，对省委、省政府特别是省委宣传部、

省文联、省作协对首届吕梁文学季的高度重视

表示感谢，并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表示

欢迎。他说，贾家庄是一片与电影结缘的文化

热土，孕育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歌曲

《人说山西好风光》等优秀作品，也培育了贾樟

柯这样优秀的电影导演。今天开业的种子影院

是从乡村走向世界的希望，更是世界反哺乡村

的希望，全市宣传文化思想战线要以吕梁文学

季为重点，全力支持、全力打造、全力培育，让这

粒文化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任忠最后说，

一次吕梁行，一生吕梁情，吕梁有大家向往的诗

和远方，真诚邀请各位朋友在吕梁多走一走、多

看一看、多品一品，感受悠久深邃的吕梁、感受

味美醇厚的吕梁。

汾阳贾家庄种子影院开门迎客

书法家赵望进书写“马烽春联”
捐赠仪式在汾阳贾家庄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