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月18日，汝州市
米庙镇米庙村一组要召开低保
名额公示评议会。会上有人提
议：“让夕阳红俱乐部过来唱
唱。”电话一打，不一会儿演出
队就来了。他们随身带着锣
鼓、鞭鼓、简板、胡琴等。只听
琴弦悦耳，街头传出阵阵粗犷
动人的唱腔。曲剧《寇准背靴》
《风雪配》，豫剧《朝阳沟》，话剧
小品《傻闺女赶会》，激起了村
民们的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米庙镇夕阳红俱乐部现有
会员58人。年龄最大的已80
多岁。中青年戏迷、舞迷有30
多人。俱乐部会长、发起人杨
长立是退休教师，他吹、拉、弹、
打等乐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为了俱乐部的发展，他自费买
了电子琴、大胡、二胡、板胡、坠
胡和铜器。他说：“人上了年
纪，拉拉弹弹、不但能增强体质
延年益寿，还能给乡亲们带来
欢乐。”每逢农闲或周末，戏迷、
弦子迷、舞迷都爱到他家。小
院里锣鼓喧天，唱腔浑厚动人，

引来不少人围观。俱乐部副会
长是60多岁的魏国政，他是个
铁杆戏迷。他花1000多元买
了根坠胡，因这里是河南曲剧
发源地之一，人们对曲剧情有
独钟，戏迷们一有空就往他家
跑。弦子迷拉几板，戏迷们唱
几腔，唱罢之后谈天论地，说古
道今拉家常，管戏友吃饭是常
有的事。在一起玩的时间长
了，戏迷、舞迷、弦子迷相互之
间有了感情，都有形影不离的
感觉。谁家农活忙，戏友们都
主动去帮助干，一边干活一边
唱，唱腔声、欢笑声在田间地头
回荡着。去年秋天，戏迷秋红
家给萝卜地里拔草，十几个戏
迷去帮忙，不一会儿就干完了。

2017年灯节，米庙镇举行
戏曲汇演，夕阳红俱乐部参演
的小曲剧《夸夸俺村的好媳妇》
被评为一等奖，获得奖金500
元。俱乐部会员们脸上都露出
了笑容。2014年成立以来，这
个俱乐部已在村头、街口、会
场、庙院义演340多场。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汝州
市残联了解到，2017年残疾人
机动轮椅燃油补贴申报工作已
经启动。

残疾人“燃油补贴”的条件
和标准是：符合国家残疾人机
动轮椅燃油补贴发放标准的城
乡残疾人，车主须持有《残疾人
证》（第二代证），符合驾驶机动
轮椅条件的下肢残疾人，须有

购车发票原件或购买机动轮椅
相关凭证。需提供农商银行存
折账号。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携
带有关资料到所在乡（镇、街道
办）进行初审，通过后到市残联
维权部审核上报。“燃油补贴”
标准是每人每年260元。申报
将于5月25日结束。截至发
稿前，汝州市已为740名残疾
人办理了“燃油补贴”。

始发站向阳廉租住房小区、
梨园小区、向阳路口、朝阳路人
民医院、世纪华庭、双拥路富盈
街路口、煤山公园西门、火车站、
客运公司、妇幼保健院、旺京华
超市、市政府、丹阳路人民医院、
塔寺路口、汇省客、绿洲苑、老城
超市、乐达公司、丹阳路东花坛、
检测中心、郏宝路口、东建材,终
点站:朝阳小区。

早班：6:20 末班：17:53

始发站火车站、公园西门、
煤山公园、交通局、实验小学、劳
动局、市标、农行、技校、市委、金
庚博大医院、体育中心、龙山大
道路口、吴洼路口、五洲国际商
贸城、党屯路口，终点站：长马路
口

早班：6:30 末班：17：40

始发站市委、技校、农行、市
标、土地局、实验幼儿园、春天服
饰广场、汝州剧院、市宾馆、市一
高、南环路口、大王庄（南刘庄）、
大桥南、肖庄路口、九中（海风驾
校）、王庄（粪堆赵）、焦化厂铁路
道口、汇源驾校、高速引线路口、
汝南天天加油站，终点站：王寨
卫生院

早班：6:30 末班：17:40

始发站（袁庄）煜达阀门厂、
孙庄路口、汝南街道办、高速路
口、高速引线路口、汇源驾校、焦
化厂铁道路口、王庄（粪堆赵）、九
中（海风驾校）、肖庄路口、大桥
南、大王庄（南刘庄）、南环路口、
市一高、文化局、汝州剧院、购物
中心、实验幼儿园、土地局、劳动
局、电业局、交通局、煤山公园、客
运西站、农机公司、洪山福地、葛
庄路口、王庄、华通驾校、十里路
口、石油五站、候庄、园艺厂、许寨
卫生院，终点站：大张路口

煜达阀门厂早班：6：50
末班：18:00

早班：7:00 末班：18:00

始发站钟楼街道办、玉带
街、丹阳路人民医院、市政府、旺
京华、公路段家属院、逸夫小学、
电业局、交通局、煤山公园、双拥
路富盈街路口、世纪华庭、朝阳
路人民医院、向阳路口、精神病
院、农校、板长庄、北安庄、唐庄、
安洼路口（安洼村、大张村、靶
场，终点站：李户）、山王、孙庄庇
山路口，终点站：庇山矿。

早班：6:30 末班：17:10
钟楼街道办-李户早班：6:

20 末班：17:30

始发站市一高、文化局、汝
州剧院、市政府、市一中、市标、
张庄、电视台、移动公司 、郑州
一中 、人民银行、市二高 、高庄
路口、市六中、肖庄、王庄、范集、
田堂路口、小陈、外国语学院、杨
庄、刘沟，终点站：风穴寺 (旅游
景区公交线路）

早班：6:10 末班：17:40
（备注：节假日增加车辆）

始发站汝州剧院、市政府、
丹阳路人民医院、塔寺路口、汇
省客、绿洲苑、老城超市、乐达公
司、丹阳路东花坛、财校、看守
所、吴洼路口、拐李、裴洼、榆树
陈、甄屯、长马、安庄、米庙、米庙
镇一中、焦庄，终点站：刘庄

早班：6:10 末班：17:40

始发站市一高、文化局、汝
州剧院、购物中心、实验幼儿园、
土地局、劳动局、电业局、交通
局、煤山公园、客运西站、农机公
司、洪山庙、巨龙淀粉厂、五里
堡、七里、十里、候寨、许寨、大张
路口、春店、超限站，终点站：湾
子

早班：6:10 末班：17:35

始发站汝州剧院、购物中
心、实验幼儿园、土地局、市标、
农行、技校、市委、金庚博大医

院、路通驾校、高庄路口、实验中
学、李发庄北路口、乔庄、郭营
站、马爻、尚庄、郭林山庄、槐树
王，终点站：米庙

早班：6:10 末班：17：40

始发站：煤山公园、交通局、
实验小学、劳动局、市标、农行、
技校、市委、金庚博大医院、结核
病医院、丹阳路东花坛、检测中
心、郏宝路口、电商园、郭庄、污
水处理厂、怯庄、马庄。终点站：
虎头。

早班：6:20 末班：17.40

始发站朝阳小区、公交调度
中心、物流港、美庐园、大唐艳澜
山站、南环路二店路口、万基名
家、东关桥头、市中医院、绿洲
苑、风穴办事处、金庚医院、凤凰
城、华予购物广场、香榭世家 、
地税局 、审批中心、名吃一条
街、蓝湾半岛站 、朝阳路人民医
院、向阳路口、精神病院，终点
站：煤山客运站

早班：6:20 末班：17：50

始发站市委、技校、农行、市
标、劳动局、电业局、交通局、煤
山公园、双拥路富盈街路口、世
纪华庭、朝阳路人民医院、向阳
路口、精神病院、煤山站、安庄路
口、马庄、闫庄、田堂路口、田堂
村、马庙村，终点站：马庙湖（旅
游景区公交线路）

早班：6:20 末班：17：40

始发站市一高、文化局、汝
州剧院、旺京华超市、妇幼保健
院、客运公司、火车站、公园西
门、客运西站、农机公司、洪山福
地、葛庄路口、王庄、华通驾校、
十里路口、石油五站、候庄、园艺
厂、许寨卫生院、大张路口、春店
路口、寺上路口、湾子超限站、罗
郭岭村、小姚庄、乐寨村、胡庄路
口，终点站：下鲁村（鲁氏中风医
院）。

早班：6:30 末班：17：30

本报讯 前两天还在享受
着灿烂的春光，这两天接踵而
来的寒流、大风、暴雪天气，不
得不让大家再次把收拾好的棉
衣穿上。

据汝州市气象局统计，上
周汝州市平均气温9.2℃，较常
年同期偏高4.9℃；上周日照时
数47.3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多
14.6小时。

本周内受强冷空气和西南
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全市周
一至周三有一次大范围明显雨
雪、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周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周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周内极端
最低气温-6℃左右。

具体预报如下：
22日(周三) 小雪转多云，

气温-6℃～3℃。
23日(周四) 晴天间多云，

气温-1℃～4℃。
24日(周五) 晴天间多云，

气温-3℃～9℃。
25日(周六) 晴天间多云，

气温2℃～11℃。
26日(周日) 晴天间多云，

气温2℃～13℃。

气温断崖式下降
大家伙儿防范“倒春寒”

办理公交月票的地址变更了
部分线路也已进行调整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张广利

本报讯 20日记者从汝州
市公交公司获悉，自2月25日
起，汝州市区办理公交月票的地
址由原来的钟楼街道办院内迁
移到万名路东段，即在郭庄变电
所西隔壁的汝州市公交公司院
内办理。

据悉，新的汝州市公交公司
占地面积27.39亩，计划建筑面
积25646平米，总投资4600万
元。该场站建设共分三期：一期
为纯电动公交车充电站，占地面
积 8512 平米，投资 233.07 万
元。内置1250千伏安变电柜一
个，一托四充电桩9个，充电车
位35个，工期3个月，于2016年

7月 12日建成并已投入使用。
二期为维修车间综合楼，占地面
积597平米，建筑面积1893平
米，投资290万元，是一座集车
辆维修、办公、会议为一体的三
层综合大楼。2016年9月开工
建设，11 月 22 日主体完工，
2017年1月3日搬迁并进入工
程收尾工作，1月 20日搬迁完
毕。三期为公交车辆调度管理
中心综合大楼，占地面积21641
平米，计划投资3300万元，该楼
地上17层，地下一层，是一座集
车辆监控、智能化车辆调度管
理、办公、地下停车、超市、宾馆、
餐饮、洗浴、商务为一体的现代

公共交通综合大楼，是整个公交
场站项目的核心和标志性建
筑。目前，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已
基本完毕，即将开工建设。

公交月票的办理地点，设置
在场站南面的维修车间综合楼
二楼办公室内。月票办理时间
为每月的25日至次月的5日之
间；月票价格为：市区学生（环城
路以内）46元/月·人，成人通用
月票、学生通用月票68元/月·
人。市区需办理月票的市民可
乘坐1路或12路公交车到终点
站下车，到公交公司院内二楼月
票办理处办理。

电话：0375-6863291。

根据市场和季节的变化，汝州市公交公司对部分线路进行调整，市民可根据调整的线路，结合自
己出行需求，选择乘坐公交车。汝州市公交新线路现公布如下：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黄俊丽

米庙镇夕阳红俱乐部
倾情义演340多场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小法 文图

残疾人快申报“燃油补贴”
□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夕阳红俱乐部的演员们正在为群众义务演出

市公交公司的全体员工，将以安全、舒适的车辆、优质的服务，欢迎广大市民乘车！

路 向阳廉租住房小区
开往朝阳小区

11

路 火车站开往长马路
口（试运营）

2

路 市委开往王寨卫生
院

3

路 （袁庄）煜达阀门
厂开往大张路口

55

路 钟楼街道办开往庇
山矿（李户）

66

路 市一高开往风穴寺77

路 汝州剧院开往刘庄88

路 市一高开往湾子99

路 汝州剧院开往米庙1010

路 煤山公园开往虎头1111

路 朝阳小区开往煤山
客运站

1212

路 市委开往马庙湖1313

路 市一高开往下鲁村
（鲁氏中风医院）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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