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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陵县委组织部在全县 364个村（社区）党支
部、机关党委（支部）、两新组织党组织高标准建设了党建
文化主题墙、红色图书角、组织生活园地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党建展板。树立大党建工作理念，并
结合“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工作和两新组织党建“逐企观
摩、整体推进”活动，让党旗飘起来，让基层美起来，让成
效亮出来，全面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推动宁陵党建工作高
质量发展。6 吕忠箱 曹静静 摄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宋会良

为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基层、把党的声
音传递给群众，商丘市采取“财政投资+社
会筹资”的办法，探索实施“党建大喇叭”工
程，注入现代科技元素，构建了县乡村三级
上下贯通的广播平台。村民足不出户就能
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惠农信息，夯实了基层
党建阵地，提升了基层组织组织力，增强了
党群凝聚力，让“党建大喇叭”成为各县
（区）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今天大喇叭播放的是危房改造政策，
这一广播俺们心里有数了，知道啥是危房，

达到啥条件才给补助了。”6月 20日，柘城
县张桥镇张桥村村民李红义说。

如今，在商丘市各乡村每天定时收听
大喇叭已成为很多村民的习惯。不论在家
中，还是田间地头，村民都能听到广播声。

科学设计，构建智能迅捷网络。“党建
大喇叭”以县乡两级站点为枢纽，由发射
机+无线接收终端+智能扩音机+大喇叭组
成，具有无线传输、性能稳定、音质清晰、声
音响亮等特点。在操作过程中，采用“中枢
控制、分级管理”控制模式，县有总控平台，
乡镇和村有二级、三级控制平台，乡、村两
级的播放设备只要处于通电待机状态，县
总控中心播送信号在 3分钟内便可激活乡
村两级设备，实现了运行智能化、管理规范
化、覆盖网络化。同时，通过手机与其链
接，能够随时随地部署工作、调度力量。

强化管理，健全高效运行机制。商丘
各县（区）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诸如播出
责任制度、维护管理制度、值班制度等一系
列制度，从播放内容、日常维护、督导考核
等方面详细规定了“党建大喇叭”的使用和
管理方法，与各乡镇签订目标责任书，严格
落实乡镇运行管理责任，明确专人负责，确
保“党建大喇叭”准点开机、关机。同时，将

“党建大喇叭”使用情况纳入基层党建工作
目标管理考核，定期不定期对各乡镇“党建
大喇叭”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抽查，对工作开
展较好的乡镇给予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
的乡镇给予通报批评，必要时取消党建工
作评先评优资格，使其在开播过程中，能够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
取向，有力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生动展示
社会发展主流，提振了干部群众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为推进党在基层的各方面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力量。

“每天听广播，时刻提醒我要按照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群众作出表率。”
永城市蒋口镇常湾村拥有31年党龄的仇生
兰激动地说。

很多群众也同样深有感触。“哪一天听
不到大喇叭的声音，心里就觉得少了点
啥。”永城市演集镇丁楼村群众朱美英说，

“通过收听大喇叭，真正认识到共产党啥事
都想着咱老百姓，信啥也不如信党。”

拓展功能，增强吸引力影响力。为切实
发挥好“党建大喇叭”的作用，本着贴近农村
实际、符合农民需求的原则，围绕政治引领、
宣传教育、便民服务等方面设置栏目，分时
段进行播放，让群众随时随地都能接收到实
用的知识，提升“党建大喇叭”的吸引力，逐
步养成了对“党建大喇叭”的依赖性。

“党建大喇叭”村村通的实施，切实加
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了群众文化
生活，使农民群众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
想，也获得更多的致富信息，安装喇叭后的
乡村，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时，“党
建大喇叭”也密切了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
之间的联系，有效架起了干部群众之间的

“连心桥”。6

人物素描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

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

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称号的夏邑

县曹集乡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生态良好、环境宜居之地，创

建乡风文明、民风淳朴之村，用文

明密码助力乡村振兴。

6 月 21 日，记者刚进入曹集

乡，就看到一排排白墙灰顶的徽派

建筑鳞次栉比，一条条宽畅清洁的

水泥街道纵横交错。位于城乡接

合部的曹集乡既有城市的热闹繁

华，又有乡村的宁静安逸，看那谈

笑风生的村民，瞧那翩翩起舞的人

群……这里处处洋溢着祥和向上、

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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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侯博

商丘古城上，一人身着红衣旋转，突然一跃而起，“唰”的
一下两条水袖有力飞出，如行云流水般向空中伸展，围观群
众连连拍手叫好。6月21日，记者见到这一幕大为惊叹，赶
忙询问得知，表演者正是拥有“豫东水袖王”之称的吴青峰。

吴青峰高高的个子，是个十分清秀的小伙子。提起自
己的从艺经历，他感叹道：“很辛苦，但值得。因为没有我
当初的付出就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吴青峰出生在商丘市睢阳区闫集镇一个贫穷的农村
家庭，从小学习优异的他，为减轻家中负担，便放弃学业，
进入睢阳区闫集镇大王庄村戏班学习戏曲，那年他仅仅十
岁。学习戏曲非常苦，从小先练基本功，天不亮就起来喊
嗓子。因为戏班没有食堂，所以每隔两三天他都会往返家
里与戏班之间，每次十几里的路程,只是为了带一些馒头。

1996年，他进入商丘市豫剧三团（原商丘县豫剧团），
先后接演了《伍子胥反昭关》《黄鹤楼》等主要文武小生角
色，初露锋芒后，戏曲技艺不断提升，成为豫东戏曲界家喻
户晓的人物。

2000年，吴青峰开始练习水袖舞。水袖舞是中国戏曲
的特技之一，它包容了戏曲和舞蹈的成分，别具美感。为将
更好的效果呈现给观众，他每次连续练习几个小时，长时间
的练习导致他身上经常出现大片的淤紫，膝盖也造成了损
伤。但他并没有放弃，还将川剧变脸、喷火、魔术和水袖融
为一体，不断创新，精心编排舞蹈技巧。

他拜著名表演艺术家高红旗为师，在师傅的指导下，水
袖技艺明显提高。2004年获中国第二届“红梅奖”戏曲大赛
河南选拔赛的银奖。2009年12月，他荣获商丘首届民间绝
活大赛金奖，同年获豫鲁苏皖四省专业戏曲演员电视精英大
赛特等奖。2010年，名气大振的他随《花木兰》剧组赴宝岛
台湾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演出，2011年被中央电视台
一套《春节大庙会》栏目邀请表演绝活《东方水袖》。由于水
袖功舞得越来越好，他被称为“豫东水袖王”。2014年，他以
舞动10.16米长的水袖成功申报英国扛旗世界纪录。2015
年9月，代表中国赴韩国参加原州国际艺术节演出获金奖。

吴青峰说：“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我会将戏曲文化、
水袖绝活继续发扬光大，传承国粹，矢志不渝地将我的戏
曲之路走下去。”6

“党建大喇叭”架起干群连心桥

修炼文明“内功” 助力乡村振兴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每天清晨，在曹集乡许多村庄的大喇叭里
都会传出《弟子规》。该乡把《弟子规》儿歌
输入 U盘里，发放到各村，要求每天早上 7
点、晚上8点各播放30分钟。

“天天这样放，我们吃饭、下地干活时
都能听到，慢慢的大家都被这种文化熏陶
了。在我们村就没有不孝顺的人，村民之
间也都非常和睦。”冉庄村村民冉现忠说。

在曹集乡多个村子内，“破除陈规陋
习，树立文明之风”“创建美丽庭院”“家和
人圆、孝老爱亲”“勤以持家、俭以养德”等
弘扬正气的民间俗语、格言警句随处可见，
二十四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一幅幅
图文并茂的文化墙在村中特别显眼。

今年63岁的靳爱英是曹集乡金楼村一
位中年妇女，于 1996 年与丈夫离婚后，丈
夫再也没回过家。丈夫虽是婆婆抱养的孩
子，但老人却视其如亲生，整日泪流满面。

见此情况，她顶着娘家人的压力，毅然
搬到金楼村和老人住在一起，一直照顾
婆婆32年，没有任何怨言。

靳爱英荣获该乡“孝媳”称号，是该
乡众多孝子孝媳中的先进典型代表。

为弘扬孝道文化，该乡连续多年开展
“奖孝”活动。每年都要评选出一批“孝子”
“孝媳”“孝道家庭”“孝道文化村”“星级文
明户”等先进典型，专门召开表彰大会为受
奖者披红戴花，颁发丰厚的奖品，而后，吹
着唢呐，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将奖品送到
家中，让行孝人员得到无上光荣。

持续选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
典型，在机关、企业、社区、村委开设“儒
孝讲堂”，聘请儒孝文化专家、讲师，以

及孝老敬老的先进典型作为主讲
人，传授孝道文化知识，传
播孝道事迹，引导人们向

往和追求讲孝道、尊美德、守道德的生活。
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让村里文化

活跃起来。为破除一些农村地区大操大
办、天价彩礼、厚葬薄养等不良风气，该乡
在全乡28个行政村（居委会）建立健全了红
白理事会、妇女禁赌会等群众性组织，倡导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引导群众改陋
习、树新风。同时，投资 12万元为社区（村
委）建设宣传文化墙、道德荣辱榜、文化广
场、农家书屋、组建农民业余文体队伍、志
愿者服务队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农
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
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让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助推
乡村文化振兴。

“被授予‘全国文明村镇’称号不是文
明创建工作的终点，我们要以此为激励，新
时代开展新作为，推动优秀文化扎根美丽
乡村，聚力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曹
集乡党委书记董天成说。6

“豫东水袖王”的戏曲人生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孙琰）
“哎……你慢慢听，你停停步，俺是小阁寺的贫困户。要
问你是哪一个，你是国家的好干部。张医生张医生啊，党
号召，下任务，你黑类白嘞闲不住，都是为了俺贫困户。”6
月 22日，民权县双塔镇小阁寺村一户庭院里，传来一阵
有板有眼的豫剧唱腔，引得围观人员连连叫好。

据该镇卫生院院长刘东彬介绍，唱戏的人叫冯义美，
今年70多岁了，是村里贫困户，年轻时爱说爱唱，现在茶
余饭后也喜欢哼几句，词是自己编的。她戏词里唱的“张
医生”，指的就是小阁寺村医张毅。

在该县健康扶贫政策宣讲活动动员暨培训大会后，
镇卫生院根据会议要求，积极组织卫生院干部和村医进
行再动员、再培训，让大家把健康扶贫政策吃透，给群众
讲清楚，让群众知道得病咋报销、找谁报、报多少，确保政
策入村、入户、入心。

“老百姓对健康扶贫政策了解不多，特别是上了岁数
的人，知道得更少。有的贫困户看罢病，只报了新农合规
定的费用。其实有好些在新农合报销之后，还可以进行1
至 6次报销。整个报销流程下来，贫困户看病基本不花
钱。”谈及这次入户政策宣传，张毅深有感触。

为确保宣传效果，镇卫生院结合实际，将卫生院干部
和 28个村卫生室负责人分成 4个宣讲小组，把全镇划分
为 7个片区，进村入户给群众讲解。同时，把《民权县健
康扶贫政策流程详解》宣传彩图张贴到每户群众家里，提
升群众对健康扶贫政策的知晓率。

“不是俺唱的好，是他们做的好。他们这一宣传，看
病报销了啥俺都知道了，再不用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一气啦。”冯义美高兴地说。6

贫困户自编自唱
赞健康扶贫

村干部利用“党建大喇叭”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 宋会良 摄

村民收听“党建大喇叭” 宋会良 摄

通过收听大喇叭，真正
认识到共产党啥事都想
着咱老百姓，信啥也不
如信党。

朱美英
永城市演集镇丁楼村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陈承杰

太阳散发着耀眼的光芒，驱车经过林
荫路，就来到了曹集乡冉庄村。整齐划一
的徽派小洋楼，干净整洁的道路两侧，花草
树木随风轻轻摇曳。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三三两两的老人
在宽敞的文化广场上闲聊。道路尽头，改
造的新池塘为美丽的村子增添了一丝江南
水乡的韵味。

“现在看村里的面貌真是大变样，很多
人来这后都感叹真美。但这里曾经也是破
旧的小村子，泥泞的乡土路，脏乱差都没法
说……”冉庄村党支部书记冉庆印感慨道。

说起冉庄村的改变，还要从 2006年谈
起。

2006年，冉庄村被定为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乡镇及村两委班子领导谋划进行大改
造。拆老村盘、收回闲置宅基地、围村林、废
旧坑塘，大刀阔斧进行新村建设。

当时农民的思想观念陈旧，加之农民的
“祖业”思想根深蒂固，要无偿收回农民的宅
基地谈何容易？但通过努力，仅用了一年时
间，该村就无偿清理围村林 300余亩，收回
闲置宅基地 100多处，废旧坑塘 100多亩。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冉庄新村悄然而起。

“让我说我们这儿就是天堂，有漂亮的
楼房，村里比城市还干净，天天都有人打扫
卫生，卫生室、幼儿园、小学啥都有，你看各
家各户都收拾得很干净。”冉庄村76岁村民
冉现蓝笑着说。

近年来，曹集乡政府持续加大对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行动的力度，使许多乡村的面貌
焕然一新。冉庄村只是一个典型代表。

落实生态发展理念，提升村容村貌。
曹集乡完善乡村垃圾收集运输设施，集中
清理垃圾。投资 70余万元，新建了垃圾中
转站，配备了垃圾运输车，为各行政村建设
垃圾池，主要街道、区域摆放了垃圾箱，乡
成立了环卫所，招聘了 170名环卫工人，建
立“户集、村收、乡运、县处理”农村生活垃
圾收集处理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完善村
内沟渠建设，做到了环境美观、道路通畅、
庭院整洁、河道通畅、沟渠顺畅。

环境日益美丽的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配套。该乡把实施基础设施建设
纳入新农村建设和“三化”建设总体布局，加
强乡村公路建设，完善路网建设。投资
1000万元，新修环乡公路25公里，先后对冉
庄社区、夏韩路两侧、东环路两侧、夏芒路两
侧的建筑进行改造。结合农村泥草房改造
等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购买现有住房和向中
心村镇、社区集中。目前，全乡已基本消灭
了泥草房，90%以上的群众吃上了自来水。

修的是公路，美的是乡景，改变的是村
貌，带动的是乡村各项建设，提高了群众生
活质量。坚持绿色发展，让良好生态成为
乡村振兴支撑点。6

坚持绿色发展，让乡村生态振兴

培育文明乡风，让乡村文化振兴

现在看村里的面貌真是
大变样，很多人来这后
都感叹真美。但这里曾
经也是破旧的小村子，
泥泞的乡土路，脏乱差
都没法说……

冉庆印
冉庄村党支部书记

吴青峰表演水袖 侯博 摄

曹集乡组建农民业余文体队伍，丰富
群众生活 陈承杰 摄

曹集乡政府每年都隆重举行孝子孝
媳和拾金不昧颁奖典礼 陈承杰 摄

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美景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美景 陈承杰陈承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