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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王雪娜 刘智勤

临近春节，洛阳老城区的花农董
福格外忙，手机每天响个不停。

“现在找我买牡丹的，基本上都
是‘回头客’。前两天山东来了个大
单子，1000 余盆催花牡丹全部订出
去了。”2 月 11 日，在牡丹温室大棚
里，董福一边忙着给花浇水，一边高
兴地告诉记者。

董福既是花农，也是老城区沟上

村党支部书记。如何能够带领村民走
上致富路，曾是压在他心口的一块“重
石”。

20年前，董福以自家的几亩地做
试验田，开始探索以牡丹特色产业带
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但 2001
年，牡丹市场价格遭遇了断崖式下跌；
2008年，正值牡丹销售旺季，一场突如
其来的寒流，导致其种植的牡丹大面
积死亡，直接损失20余万元。

两次惨重打击，并没有消泯他带
领村民奔小康的“牡丹梦想”。

董福通过苦心钻研，打破原有牡
丹种植品种和种植模式的限制，采用
温室大棚和先进技术，以精品牡丹与
常规牡丹种植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提
高生产效益，让村民看到了增收致富
的希望。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村里牡
丹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1300多亩，成
为牡丹种植专业村。

“牡丹国色天香，象征着富贵吉
祥，现在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催花牡丹
生意当然会越来越好。”董福很有信心
地说。现在，沟上村的牡丹，不仅吸引

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赏，还销往
全国各地，有的漂洋过海卖到了美国、
荷兰等国家和地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又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这
让董福的干劲更足了。

“现在俺村正在打造‘牡丹特色小
镇’，除了观赏，我们正在挖掘牡丹的
药用价值，拓宽增收渠道。”董福笑着
说，“有党的好政策，沟上村在致富奔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会少！”③4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九尽春回杏花开，那鸿雁飞
去紫燕来”……2月 11日下午，原
阳县原兴办事处马庄村街头，一
辆流动舞台演出车上，豫剧《桃花
庵》正演到热闹处，台下村民看得
如痴如醉。

76岁的村民刘继俊说：“快过
年了，能在家门口看上一场精彩
的豫剧，真高兴！”

台上演出的是一家名为“大
龙豫剧团”的民营豫剧团。业务
团长张素勤告诉记者，他们从全
县选出8个2017年稳定脱贫的贫
困村，每村一场、每天演出两场，
要一直唱到腊月二十九晚上，8场
演出全部免费。

大龙豫剧团虽然只有26个演
职人员，但团内有《梨园春》擂主

吴希凤、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
宝英亲传弟子靳春梅等名角“坐
镇”，经典豫剧曲目《穆桂英挂帅》
《秦香莲》《打金枝》《洛阳会》等是
他们的“拿手好戏”，深受当地群
众喜爱。

张素勤说，在春节前这段商
业演出的“黄金时期”免费送出 8
场戏，剧团会少挣3万多元，但演
员们都举双手赞成，没有一点怨
言。他们说：“乡亲们脱贫我们高
兴。我们把演出看作给脱贫村发
的‘文化年终奖’，尽心演出，祝他
们在致富的路上走得更远！”

据原阳县文化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大龙豫剧团全年演出近
300场，每6场里就有1场是面向
农民的义务演出，剧团还结合脱
贫攻坚、十九大精神等新编了近
10个新剧目，倾情为农村发展、农
民脱贫加油鼓劲。③7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墙壁上贴着雪白的瓷砖，上边挂着
一台名牌燃气热水器；淡紫色的整体橱
柜，中间是一台嵌入式燃气灶，旁边是锃
亮的不锈钢水槽。这不是哪个市民家里
的厨房，而是位于王屋山腹地的济源市
王屋镇迎门村农户家的厨房。

临近春节这段时间，迎门村出现了一
个有趣现象，不少农户不去采购年货，而
是忙着改造装修自家的厨房，纷纷贴瓷
片、刷涂料、铺地板，有的还掏“大价钱”装
上了时尚的整体橱柜和名牌燃气热水器。

几位在街头闲聊的村民笑着对记者
说：“俺村的厨房又要‘闹革命’了！”闹革
命？一位老大爷一语道破玄机：“俺村用
上天然气了。”

从上山砍柴烧柴火到拉着平板车买
来“乌金”烧散煤，再到烧煤球，再到今天
用上干净的天然气，这位老大爷感慨地

说：“烧柴火时浓烟滚滚，到处都被熏得黑
黑的；烧煤时虽然不冒烟了，但是灰太大，
屋里也是一层灰，想干净也干净不了。现
在用上天然气，没有一点烟尘，做饭还快，
用时打开，不用时关掉，很省钱哩！”

这位大爷笑着说，不仅他家，很多村
民家的厨房都“革命”了，不少人家还用
上了天然气壁挂炉，连取暖也不用煤球
炉了。“这生活，跟城市人也没啥区别
啊！”记者了解到，这几天，迎门村周边的
愚公村、原庄村、五里桥村、枣园村、韩旺
村等都将陆续开通天然气，不少村民说：

“春节前用上天然气，这才是党和政府送
给咱最好的新年礼物！”

近年来，济源市围绕打赢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域城乡一体化建设、“蓝
天行动”计划等，不断加大天然气的普及
力度，城市燃气管网覆盖率持续提高的
同时，天然气管网迅速向农村延伸，连王
屋山深山区也逐步通上了天然气。③6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蒋晓宇 张晓静

2月 12日一大早，南乐县城关
镇西街关村村委会门口就排起长
队。刚从外地回乡的大学生常闯
十分不解，凑上前问：“这是弄啥
嘞？”“发‘年货’！”村党支部书记常
更立乐呵呵地说。

常更立所说的“年货”，其实是
西街关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后的第一次分红。资源变股权、资
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的“三变”改
革，让西街关村走上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新路子。目前，该村集体
资产已近1亿元，2017年村集体企
业利润总和达400多万元，村里决
定拿出55万元给村民分红。

“这是俺们收到的最好‘年
货’。”村民张振星感慨万千。西

街关村原是一个集体资产为负、
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的穷村，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唤醒了这里

“沉睡”的资源。依托临近县城的
优势，西街关村积极引进和培育
市场主体，建成两个菜市场，创办
了通达建筑公司等村集体企业。

张振星是东菜市场的管理
员。“以前村头的菜市场又小又破，
一走一脚泥。现在村集体经济壮
大了，它也变成了有 200 多间门
店、300多个摊位的大菜市场。除
了以土地入股，俺在这里务工也有
钱拿。”张振星高兴地说。

“上大学后，每年村里都给我
2000元的补助，这下我明白了，原
来得益于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听完
大家七嘴八舌的解释，常闯当即表
态：“村里的发展速度出乎意料。毕
业后，我一定回报家乡！”③6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司马连竹 袁永强

这边是舞龙舞狮、划旱船等
民俗演出，那边有书画家现场泼
墨、古琴名家一展琴艺……2 月
10日上午，在南阳市宛城区黄台
岗镇岳庄村，一年一度的民俗文
化展演活动吸引了十里八乡的村
民和城里客人，这个被称作“画家
村”的特色乡村，已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文化品牌。

“郭大哥，过了年我邀请新西
兰的外国朋友来咱村做客，说不
定回头还要请咱们出国去看看
呢。”沿着小桥流水前行，青砖白
瓦的农家院里，52岁的书法家高
苏步正和68岁的本地村民郭士忠
交谈。从2015年入驻岳庄村后，
高苏步与郭士忠就成了邻居，新
老村民相处得很融洽。

高苏步告诉记者，来到岳庄
村后，他和入驻的艺术家们把这
里当成了“文化故乡”，每到周末
都要“回家”。在高苏步等人的努
力下，画家村的新村民开展文化

艺术教育，通过“爱心学堂”指导
当地儿童学习绘画、音乐和武术
健身，累计培养 200 多名留守儿
童学习艺术。

在新老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岳
庄村的乡村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
荼。画家村艺术团常年为村民义务
演出，老艺人剪的窗花、画的葫芦、
做的绣品成为特色产品，吸引了郑
州、北京等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据了解，岳庄村现有村民 90
多户，几年以前，随着大多数村民
外迁或外出务工，村里人口不足
百 人 ，成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空 心
村”。2015年起，宛城区将岳庄村
打造为乡村建设示范点，在美丽
乡村建设上融入强烈的文化艺术
元素，经过近三年的改造与建设，
使原先的“空心村”变成美丽的

“画家村”。由当初只有几名艺术
家，到如今入驻127名艺术家，涵
盖国画、油画、书法、摄影、烙画、
雕塑、剪纸、汉画等艺术门类，有
60余个院落成了艺术创作室。“画
家村”已成为南阳市闪亮的文化
名片和新兴的旅游景点。③4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任红亮 程倩

2 月 10 日，记者走进义马市
千秋社区，看到几位居民正在为
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出谋划策。
从仓库中取出封存一年的锣鼓、
狮子，人们很快进入角色，拿起道
具比画着找感觉。

每年春节，随着鞭炮齐鸣、三
眼铳开道、社旗前导，社鼓表演、
高跷表演等就会轮番登场。今年
80 岁的贾丙祥是鼓乐班的“头
儿”，他告诉记者，鼓谱是锣鼓表
演的灵魂，千秋鼓谱丰富多样、气
势恢宏，周边不少村子曾经前来

“取经”，但鼓谱是千秋社区传下
来的宝贝，秘不外传。

相传千秋打鼓击镲的庆典在
明清时期已很盛行。清同治四
年，在浙江屡立战功的张云龙将
军返乡省亲，把浙江当地鼓歌中
的精华和军中催动千军万马进攻
的激昂鼓点结合，糅进了千秋鼓
歌中，形成了独特的千秋鼓歌。
说起千秋鼓谱的特色，贾丙祥既
骄傲又面露难色：“千秋鼓谱特别
振奋人心，但是又长又难打。村
里人有的跟着我学了三四年，还
没法完全掌握。尤其是其中的

‘狗撕咬’鼓谱，去年春节表演过
后，我的两个胳膊都疼得抬不起
来。”贾丙祥希望，今年能有更多
的年轻人加入到学鼓队伍中。

过去逢年过节，千秋村的人
都要到村内村外的七庙二寺做
社。千秋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国平
说：“居民对参与社火表演的热情
由来已久。每年一进入腊月，大

家就开始筹备表演。队伍要没有
二三百人就不够阵势，有时一年
还会打坏好几面锣鼓。”在社火表
演中，狮子和鼓是绝配。张国平
说，舞狮队员经常要爬上摞起来
一二十米高的板凳，“演员在鼓点
的激励下，走长凳、爬绳索、翻跟
头，动作惊险刺激。”

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每逢春
节，村东西两头还会搭台唱对
戏。村东唱豫剧，村西唱曲剧，各
有特色。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
村西头的“土”导演张士泰，他在
戏剧中制作出“宝剑穿胸”等魔术
般的道具，舞台上烟火弥漫、刀光
剑影，令观众拍手称绝，戏瘾未消
的人们走在回家的路上也忍不住
放开嗓子学唱几句。

位于千秋社区的千秋古街早
在古代就颇为繁华，来自四面八方
的商贾云集于此、经商创业，至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一直是豫西
地区重要的商贸集市之一。社火
作为千秋村年年延续的春节习俗，
一直由当地居民自导自演，演出的
服装、道具等均系村内的固有资
产。在社火最兴旺的时代，当地经
商人多，家家出钱更新道具，也为
地方民俗的传承不断融入新鲜血
液。众多商家和村民的加入，使这
里的社火办得有声有色。

如今，千秋的鼓谱、狮子舞、
高跷、过节习俗、婚俗礼仪、庙会
以及民间礼仪等，均被列入义马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人们年
年演、代代传，千秋民俗和百姓生
活一起与时俱进，在丰富着人们
春节生活的同时，也让特有的文
化内涵滋养着一方百姓。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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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晚，一场花灯盛宴在郑州绿博园开启。本次灯展以“一
带一路”“吉祥中国年”为主题，游客在欣赏彩灯之余，还能参与互动体
验活动。灯展将持续至农历正月二十四。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花灯迎春

□本报记者 刘一宁

剪窗花、贴福字……临近春节，许
昌市魏都区年味儿十足，养老服务中
心也弥漫着节日的氛围。

“李大爷，我把这个‘瑞犬迎春’送
给你，你把它贴在床边的窗户上，多喜
庆。”2月 12日，许昌市剪纸达人李保
华来到南关办事处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把自己的剪纸作品送给86岁的李
大爷。

李保华是许昌市老干部大学的授
课教师。和她一起来到这个养老服务
中心的，还有老干部大学剪纸班的学
员们。他们不仅带来了数百幅剪纸作
品，还带来了剪纸工具，陪老人们一边

聊天一边剪窗花。
“前几天，听说这里有老人不回家

过年，学员们就主动要求分批去看望
老人。”许昌市老干部大学负责人介
绍，这个与老干部大学仅一路之隔的
养老服务中心，已成为学员们献爱心、
送温暖的“基地”。

针对社区居民的养老问题，魏都
区整合周边养老服务资源，打造“15分
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在老年人相对集
中、交通便利的地方，建立集长期托
养、日间照料、居家养老等功能于一体
的养老服务机构。在这些养老服务中
心里，不仅有专业化团队帮老人解决
各种生活难题，还有民间社团、爱心组
织等积极参与养老服务。

“我们已收住数十名独居、失能以
及半失能老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在 85
岁左右，全部由具备专业技能的护理
员照看。”南关办事处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自去年3月份养老服
务中心成立后，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
有爱心人士来看望老人，给老人送来
温暖。

70 多岁的王淑荣经常到养老服
务中心来。“这个地方离我家近，陪他
们说几句贴心话、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不仅很方便，还丰富了我的老年生
活。这不，我还认了个老姐姐。”王淑
荣说。

王淑荣提到的“老姐姐”就是88岁
患有老年性痴呆症的杨秀芬。在医护

人员的照顾下、在王淑荣的陪伴中，杨
秀芬的脸上经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俩年龄相差不大，有不少共同语
言，比年轻人更容易沟通。我经常外
出摄影，拍到满意的照片都会拿来给
老姐姐看。”王淑荣说，看到杨秀芬，联
想到自己以后的生活状态，就会多为
她做点事情。

如今，魏都区已有多家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这种互帮互助、以老助老
的行为已成为这里的新常态。许昌
市老龄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许昌市将
继续以社区托老站、养老服务中心为
依托，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让高龄
老人得到更多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
爱护。③7

幸福养老再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