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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 重点

以三级联动为纽带，深入推进多项融合
汝州市“扫黄打非”工作走深走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文图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中西部，总面积 1573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0 万，辖 21 个乡（镇、街道），459 个行政村，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
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央宣传部重点支持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试点市、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市。
近年来，汝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扫黄打非”精神，按照河南省委、平顶山市委工作部署，坚持把“扫黄打非”进基层作为年度工
作的重中之重，发挥“一个中心”
“两个平台”优势，探索“三级联动”
“多项融合”路子，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推进“扫黄打非”走深基层、走进群众，为宣传思想工作在基层实起来、强起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志愿者宣讲“道德模范”
事迹，
并表演小品《孝道》。

构建“扫黄打非”
全覆盖工作体系
为了探索“扫黄打非”新路
子，汝州市结合发展实际，建立
了“一个中心、两个平台、三级
联动、多项融合”
工作机制。
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市，汝州以建设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为抓手，扎实
推进“扫黄打非”工作与新时代
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成立“扫黄
打非”协调中心，运用融媒体中
心全媒体矩阵、社区治理网格
化两个平台，把“扫黄打非”与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城市建
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
工作融合，打通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有力地推进了
“扫黄打非”走深走实。
在 21 个乡镇（街道）成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乡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借助群众逢日子
在镇区赶集赶会的同时，开展
文化活动，使这个阵地成为群
众常来常往的
“文化大集”。
在 459 个村（社区）成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把“扫黄打
非”工作融入农村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契合群众孝老爱亲心
理，传承各村民俗传统，体现村
组个性和特色亮点，使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成为村民之家。
建设以三级联动为纽带+
志愿服务的工作机制。目前，
汝州市全域有学雷锋“文明使
者”志愿服务站 200 多个，另有
800 多名“扫黄打非”监督员、
信 息 员 、宣 传 员 和 网 格 员 ，
1211 名“逐木鸟”志愿者活跃

在“扫黄打非”一线，在汝州市
融媒体中心“云上汝州”APP
注册的志愿者已达 5.6 万人。
通 过 打 造“15 分 钟 志 愿 服 务
圈”，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赋
能增智、
“ 扫黄打非”工作在基
层走深走实，奠定了基础。

为获得村“道德模范”荣誉者栽
培“荣誉树”活动。2016 年 11
月 28 日，汝州市“荣誉林”栽培
启动仪式在中山寨举行。通过
开展栽培
“荣誉林”
活动，
不仅让
争先创优、
培育新风变得实实在
在，
也生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新发展理念，为汝州建设
山水宜居绿城作出了贡献。
11 月 19 日 ，记 者 到 访 中
山寨，看到荣誉林前的廊道中
挂着红灯笼和荣誉牌，荣誉林
中有好婆婆林、好媳妇林、中山
好人林、公仆林、文明户林、德
善之家几个区域。
“ 荣誉林”的
树苗由镇、村出资购买，
“ 荣誉
树”由“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
负责栽种、管护。禹民政说，荣
誉不是终身制，去年，一名“好
婆婆”就因为电线杆占地赔偿
问题处理不当而退出。
为了弘扬孝老敬亲优秀传
统文化，中山寨村已连续举办
了九届“传孝道、迎重阳、德润
中山寨”活动，共评选出各类先
进典型人物 200 多人（次）。评
选中，不涉
“黄赌毒”
、不搞封建
迷信，是前置条件。这些先进
人物，尤其是“好媳妇”
“ 好婆
婆”都成了“扫黄打非”的监督
员、信息员和宣传员。前年，年
过花甲的邵芝发现村里来了一

辆表演车，支台子演节目，还叫
卖假冒伪劣商品，便立即在“好
婆婆”群向村里报告。村干部
立即赶到现场，要求他们立即
停止演出，
劝离村庄。
禹民政说：
“ 农家书屋”也
是中山寨村“扫黄打非”反邪教
的重要平台，目前有图书 2500
多册，每天都开放，谁都可以来
这看书学习，绿色上网、健康阅
读已经成了村民的新时尚。为
了引领村民积极参与各项公益
事业，当好
“扫黄打非”监督员、
信息员、宣传员，中山寨村开展
了做好事换积分，用积分兑换
日用品活动。
“ 扫黄打非”网格
员、宣传员负责记录村民参加
村里各项公益活动的次数，再
换算成积分，村民凭积分就可
以到村里兑换日用品。实实在
在的激励措施，促进了乡风家
风持续向善向好。
“村里还经常开展各种主
题鲜明的培训教育活动，用清
风正气祛除歪风邪气。”中山寨
村红色电影放映员陈意峰说，
他每个月都要在村广场上的大
屏幕上定期播放红色电影，这
么多年从未间断，
“ 现在，我们
村是全国文明村、全国绿色村
庄村、全国幸福社区、河南省卫
生村”
。

退休老干部杜保生牵头成
立的书画工作室，现有成员 26
人。除了利用学生课余时间，
义务教授书画外，每逢学校放
假，书画工作室的成员还义务
办班，传授书画艺术。春节来
临，书画工作室成员就自备笔
墨纸砚，在集镇上为群众义写
春联。戏曲工作室组建了曲剧
兴办群众
艺术团，不仅排练演出传统和
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集”
现 代 曲 目 ，还 编 创 了 20 多 出
戏。以纸坊镇新庄村党支部书
纸坊镇是汝州市人口大
镇，有 8.7 万人，37 个行政村。 记真实事迹创作的党建小戏
纸坊也是文化名镇，闫村出土 《劝妻》、赵南村德治建设成果
创作的坠子小段《三个老汉侃
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被列为全
大山》、党政办干部扶贫的事迹
国首批 64 件永久不可出境展
创作的戏曲小品《兄弟》等，在
览文物之一，鹳鱼石斧图则被
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表演，取得
称为最早的中国画。该镇中山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寨村出土的骨笛定音器，距今
纸坊镇党委书记、新时代
约 8000 多年。
文明实践所主任、
“ 扫黄打非”
纸坊镇现有文艺团体 80
工作小组组长郑岩峰说，
“文化
多个，每年农历正月都要办“春
大集”
吸引了百姓，
汇聚了正能
会”，村村轮流办，请剧团唱大
量，老百姓说：实践所里花样
戏。因此，该镇在注重繁荣百
多，去了一趟乐呵呵。老老少
姓文化生活的同时，严守文化
与会人员在汝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观摩
三天不去没着落。
文 艺 底 线 ，绷 紧“ 扫 黄 打 非 ” 少有项目，
弦。每年春节放假前，都要层
把“扫黄打非”
层召开会议，安排落实演出报
融入农村精神文明创建
备和网格管理，对将要演出的
文艺节目备案把关。
2018 年，纸坊镇文化服务
纸坊镇中山寨村是全国文
中心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融合
明村。近年来，中山寨以村新
后，设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把“扫
办公室、
“扫黄打非”办公室、新
黄打非”工作融入道德模范评
时代文明实践讲堂、
“扫黄打
选、绿色村庄建设、全国文明村
非”宣教室、图书阅览室、剪纸
创建、乡村振兴等工作，使“扫
工作室、书画工作室、戏曲工作
黄打非”取得了看得见、摸得
室、
红色网络教育家园等宣传教
着，
做得实、叫得响的成效。
育场所，全天对外免费开放，天
中山寨村党支部书记、村
天都有活动，
兴办群众喜闻乐见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禹民政
的
“文化大集”
，
汇聚了正能量。
说，中山寨村创造性地开展了
汝州市开展护苗 020
“绿书签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