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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陕州地坑院看灯会
2020年陕州灯会璀璨亮灯，时间持续至2月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斌 文图

本报三门峡讯 又到年
末时，共赴花灯约！1月9日
晚，2020年“春满中原·老家
河南”主题系列活动暨“2020
年陕州灯会”亮灯仪式在陕
州地坑院民俗文化园开启。

当晚，热情洋溢的舞蹈
《金鼠迎新年》拉开了亮灯仪
式的序幕。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副厅长曲径、三门峡市
政府副市长高永瑞以及陕州
区领导分别致辞。三门峡市
文旅局有关人员介绍河南省

“春满中原·老家河南”主题
系列活动情况。之后，3只大

天鹅造型的彩灯在高科技控
制下，缓缓划过夜空，触发启
动机关，点亮了2020年的灯
会盛景。

今年的陕州灯会主题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全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时间从1月9日起至2月
28日，共设置陕州地坑院主会
场和甘棠公园分会场，外加城
市亮化灯组，形成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式观灯效果。

本届灯会共有灯组153
组，其中陕州地坑院特色灯
组为118组，主要分布在前广

场、民俗文化园、中广场、马
嵬驿小吃街等地。其中，主
灯组“黄河”长500米，集中展
现黄河高质量发展及黄河流
域的生态保护，在流经的主
要省市选取有代表性景观及
文化元素用灯组的形式表
现，运用高科技全程追光，实
现“黄河水”奔腾不息，栩栩
如生，以震撼的视觉冲击力，
彰显黄河生态文明。

锦鸡报晓灯组位于陕州
公园最高点，高10米，宽8米，
整个灯组以陕州特有的保护鸟
类红腹锦鸡形象来设计，同时
融入甘山红叶、吉祥牡丹等。

城区亮化灯组主要对城
区大道、高阳路、绣岭路、世
纪大道北段、神泉路吕崖至
交通局段重要节点以及通往
景区的陕塬路、313线共计16
公里道路，布设 24 组灯。

今年的灯会加大对主干
道部分楼体及主要交通路口
楼体亮化的投入，以烘托灯
会氛围亮化和城市街景长期
亮化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重
点打造。

累计发放25.38万元！

湖滨区986位70岁以上老人领到“孝善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闾斌 通讯员 孙晓峰 爨喆

本报三门峡讯 近日，三
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野鹿村
举行第五期“孝善敬老”基金
发放仪式。老人们戴上了红
围巾和爱心帽，吃上了汤圆，
还欣赏到村民们自编、自导
的“村味”表演，感受了一把
浓浓的“冬日温情”。

野鹿村党支部书记刘占
峡介绍，自湖滨区孝善敬老
活动启动以来，野鹿村的“孝
善敬老”基金已经发放了 5
期，累计为 70 岁以上老人

386人次发放“孝善敬老”基
金共48620元，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暨乡村振兴打下坚实
的基础。

据了解，今年以来，湖滨
区委、区政府在脱贫攻坚扶
贫扶志工作中，把“百善孝为
先”与精准扶贫相结合，推行
孝善养老模式，制定印发《湖
滨区农村孝善敬老工作实施
方案》，坚持以村为主体，成
立孝善理事会、设立孝善敬
老基金、开展孝善敬老各类

活动，以实现移风易俗与孝
善敬老同频共振，孝善敬老
活动助推扶贫扶志。

截至目前，全区3个乡、
两个涉农街道47个行政村中
37个有贫困户的村全部成立
了孝善理事会，设立了孝善
敬老基金，共接受爱心企业
捐助10万余元，累计为986
位70岁以上老人发放孝善金
25.38万元，全区基本形成了
老有所依、代代传承的“孝善
敬老”社会扶贫长效机制。

为群众办好事，为村里争荣誉
渑池这位驻村书记获群众点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颜钊 通讯员 韩蓓

本报三门峡讯 今年45
岁的徐东银是渑池县教体局
职工，已有24年党龄。2019
年5月底，接受组织安排到渑
池县英豪镇东七里村担任第
一书记。

虽然参加工作有20多年
了，但驻村扶贫对他来说还是
一项全新的工作。为了尽快
熟悉业务，到岗后，他和其他
队员一起，早出晚归，挨家挨
户进行走访，仅用不到两周时
间就走访了全村52户贫困户
和10余户非贫困户，把摸排
的情况，分类汇总并一一登
记，设计制作出详细的贫困户

信息摸排登记表，对各户的情
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做了驻村第一书记，徐东
银便时刻要求自己，也时刻把
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2019
年7月，得知贫困户李书邦家
的近千斤白菜找不到销路，他
随即发动自己的关系，最终帮
助老李把白菜全部卖掉，解决
他家的燃眉之急。贫困户李
建平回乡准备贷款从事个体
经营，但因之前有贷款逾期未
还的不良记录，银行不予批
准。得知情况后，徐东银多次
与镇政府、镇农商银行领导等
联系沟通，向他们说明情况，

争取他们的理解与支持，经过
努力3万元贷款最终获批。

如今，东七里村各项工作
稳重向好，在年底全镇的“五
面红旗村”评选中，东七里村
获得三项第一，被评为县级

“脱贫攻坚红旗村”，徐东银本
人也被英豪镇党委推选为县
级“党建工作标兵”，被群众点
赞。2019年，东七里村被县
委、县政府授予“县级文明村
镇”荣誉称号，并作为“市级文
明村镇”候选村，于12月份被
推荐到市里。

试出老人密码盗取养老金
10余天后他落网

本报三门峡讯 1月 6
日上午，经过10余天摸排
追踪，渑池县公安局仰韶
派出所终将盗取老人6000
余元养老金的犯罪嫌疑人
李某抓获。

2019年12月25日上
午，仰韶镇天坛村一位老
人到派出所报警称，他是
该村的五保户，存折丢失，
上面的6000余元养老金无
故消失，现仅剩100余元。
接到报警后，所长张治国
立即安排民警带上相关手
续到银行调取明细，发现
从 2019 年 8月份至 12月
份，老人存折上的钱间隔
几日就会被取走三五百
元，且是在渑池、三门峡、
灵宝等地不同自助取款机
上取走。随后，民警调取
银行视频发现了嫌疑人踪
迹，但嫌疑人在取款时均
戴着口罩和眼镜，将面部
遮挡得严严实实。

经过认真比对、调查
走访，民警最终确定嫌疑
人是与老人同村的李某。
1月 6日上午，在“一村一
警”辅警人员的配合下，民
警在仰韶镇天坛村将李某
一举抓获。经讯问，李某
承认了自己盗取老人存折
养老金的事实。原来，
2019年 8月份的一天，李
某到同村五保户老人家中
借农具时，发现老人的存
折放在桌子上，遂生贪意，
乘其不备将存折盗走，后
了解得知该存折系政府为
老人发放补助所用，密码
设置十分简单，到自助取
款机上试出密码后，在渑
池、三门峡、灵宝等地分批
将6000余元取走。

目前，李某已被刑事
拘留，其家属已积极退赔
被盗钱款，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查中。

无故殴打路人
寻衅滋事多起
7名犯罪嫌疑人被灵宝警方全拿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闾斌 通讯员 李旭鸽 韩必全

本报三门峡讯“站住！
不许动！”1月8日，灵宝市
公安局豫灵派出所民警协
同灵宝西站派出所，在乘车
安检通道抓获在逃犯罪嫌
疑 人 王 某 江 。 至 此 ，

“2019.8.6 寻衅滋事”涉案
成员全部落入法网。

2019年4月23日凌晨
2 时许，汤某利伙同邸某
强、李某等7人酒后在灵宝
市豫灵镇无事生非，无故殴
打过路人员邰某辉等，致3
人受伤。同时，7人当天在
镇上饭店、KTV娱乐场所
寻衅滋事多起，社会影响恶
劣。

一定尽快抓获犯罪分
子，从严惩处！豫灵派出所
立即成立专案组，首名犯罪

嫌疑人汤某利在公安机关
强大攻势下，主动投案。随
后，民警顺线追踪，2019年
8月底，该案4名犯罪嫌疑
人先后到案。专案组民警
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对涉
嫌此案的其余3名嫌疑人
进行梳理排查、集中追逃。

2020 年 1月 3日至 1
月5日，在所长王当泽精心
安排部署下，副所长王辉带
领专案组民警，于陕西省华
阴市、江苏省苏州市顺利将
在逃犯罪嫌疑人李某、邸某
强抓获。1月8日，最后一
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王某江
在灵宝西高铁站落网。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闾斌 通讯员 段华峰
灯会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