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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过年好啊！”“新年好！来来来，
这边坐，这儿暖和。”……2月 5日，大
年初一，当温暖的阳光刚刚洒向大地
的时候，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
郝堂村就已经热闹了起来。

火红的灯笼衬着树上绿油油的嫩
芽，甚是好看，人们个个喜气洋洋，

穿着新装，提溜着大包小包，笑
嘻嘻地串门拜年；左邻右舍
围坐在火炉旁，家长里短地
唠着嗑。

村 文 书 周 群 早 早 起 来
了，一边备好茶水饮料，一边
和家人在院子里烧着炉火，

准备迎接拜年的亲戚朋
友，“过年了，好好热

闹 几
天。”

周群是个地地道道的郝堂人。早
些年，周群和家人都在外地务工，一年
到头也没攒下多少钱，家人还分散在
天南海北，逢年过节才能团圆。2011
年，郝堂村因地制宜，开始美丽乡村建
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
业，周群一家也趁着机会，把自家的房
子升级改造为农家乐。

“现在家乡建设得这么好，游客非
常多，每逢旺季，我们一个月的营业额能
有三四万呢，日子是越来越好了。”说到
这里，一家人哈哈大笑起来。2017年，
眼看着生意越来越红火，周群扩大投
资，在农家乐的旁边盖了一栋宾馆，他
说也要让城里的客人感受感受他们的
幸福，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在我们村，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
多呢，现在村子干净了、风景更美了、
游客更多了，大家伙儿致富的门路也
更宽了。18个村组中，已经有一千多
人因为发展乡村游受益，现在我们年
年都是幸福年！”周群笑着说道。③6

□本报记者 何可

2 月 5日，农历正月初一，巩义市
竹林镇长寿山景区洋溢着热腾腾的节
日气氛，镇里筹办的新春庙会上，各种
民俗文化活动散发出浓浓的年味，吸
引了众多游客“扎堆”赏民俗、逛庙会、
品美食、过大年。

此次新春庙会从农历正月初一开
始，将一直持续到正月三十。

春节文艺活动遍布长寿山景区，
唢呐、腰鼓、小犟驴、踩高跷、划旱船、
广场舞、二喜摔跤……丰富的民俗风
情表演让人目不暇接。

庙会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也带来了
难得的传统文化体验。“真是太精彩了！”
来自郑州市区的张全盛说，以前都是在
市里过春节，这次来长寿山庙会，觉得这
里年味特别浓，特别是民俗表演，充满了
浓郁的传统味道，别有一番魅力。

在风情古镇，记者注意到，红红火
火的庙会，也让民俗小吃街的 300多
家摊位的摊主们赚得“盆满钵满”。烤

肉摊主周小杰告诉记者：“春节假期是
旅游旺季，游客络绎不绝，我的收入比
平时要多好几倍。”

长寿山庙会，端出的是一席丰盛
的“年味大餐”，反映的是老百姓的文
化自信和新年期盼，也呈现出竹林镇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喜人局面。

近年来，竹林镇确立了“旅游兴
镇”发展战略，三产旅游业突飞猛进，
闯出了一条具有竹林特色的绿色崛起
新道路。特别是引进了风情古镇、温
泉小镇和驼沟民宿等重大旅游项目，
为长寿山景区全方位、高端化发展提
供了新的动力。

“接下来，长寿山景区还将重点打
造石景公园、玻璃水滑、特色民宿、缆
车、人生之旅公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
旅游资源，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巩
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竹林镇党委常
务副书记闫龙涛说，未来 5年，竹林镇
的旅游业年产值要达到 5亿元，从业
人员达到5000人，旅游产业在全镇经
济收入中所占比重要达到40%。③6

让日子更红火 让前程更远大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谭勇
本报通讯员 李健 张依然

2月 4日下午，农历大年三十，本是
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在由中建三局中原
分公司承建的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施
工现场，仍是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是我省的一项重
大民生工程，计划2019年 9月15日前建
筑工程主体建成，力争2020年 5月15日
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努力打造成为展示河
南文化实力的新窗口。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钢筋工正在加
紧制作钢筋笼，确保春节期间供应量充
足；工地出口处，有工人正在冲洗即将离
场的混凝土罐车，确保驶出车辆满足扬尘
治理要求。

“今年过年我们不放假，虽然想家，但
咱这工程是省重点工程，加班加点我们也
骄傲得很。”来自商丘市的吊车司机张宏
生说。

工人生活区，混凝土工赵占军正和家
人视频，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媳妇儿，明
天项目部要把你和儿子接到工地上来，咱
们一起写春联、包饺子，一起过年！”

此时，项目经理赵毅正在现场与工人
沟通，指导施工。“项目正处于桩基施工阶
段，目前已完成了974根基桩和14根支
护桩，完成率分别是45.1%和21.5%。”赵
毅介绍说，计划于2月份完成全部灌注桩
施工，确保工期、质量、安全三驾齐驱，力
争把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打造成为国
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精品工程。③6

□本报记者 代娟

2 月 4日，农历除夕，位于辉县市
张村乡的裴寨新村张灯结彩喜迎新
年。下午，趁着村里在外工作的村民
返乡，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邀请大家
一起说说话，为裴寨发展出谋划策。

“裴书记，我们家饺子刚出锅，来，
趁热吃……”晚上 6点多，听说裴春亮
一家还没顾上准备年夜饭，61岁的村
民王小青赶紧送来自家煮好的饺子。

一进屋，王小青傻眼了，客厅里挤
满了人，长条桌上，摆了上百碗饺子,
都是乡亲们送来的。

“看来我送晚了！”王小青放下碗，
握住裴春亮的手说，“3 年前，要不是
你，俺家当家的说不定命都没了！只
要你在村里过年，我年年都来给你送
饺子！”

原来，2015 年，王小青的丈夫任
清田突发重病，一时钱不凑手，裴春亮
闻讯后第一时间为其垫付了 10万元
医药费，因为抢救及时，如今任清田恢
复得不错。

“裴书记，俺家现在脱贫了！以前
孩子天天盼着吃饺子，这往后，天天吃

饺子都成！”村里的脱贫户张会利带着
儿子放下饺子碗高兴地告诉裴春亮。

吃着乡亲们送来的饺子，裴春亮
不禁湿了眼眶。他赶紧让左邻右舍和
村里的贫困户一起分享。

2008 年，裴春亮个人出资 3000
万元无偿为全村建造的裴寨新村落
成，年底，村民们都搬进了新居。每到
除夕，村民都会为裴春亮送去自家的
头碗饺子。

按照当地风俗，这第一碗饺子可
是要孝敬给老人吃的。可不少老人却
给自己端来了头碗饺子，里面的感情
有多重，裴春亮心里最清楚。

十多年来，在裴春亮的带领下，裴
寨村通过成立股份制企业、发展高效
农业和旅游业，从过去的省级贫困村，
发展成为年人均收入 1.3 万多元的新
型农村社区。

“过去的 11 个春节都是如此，这
一碗碗饺子饱含的情义重千斤啊！”
看着乡亲们送来的饺子，裴春亮激动
地说，“为了回报乡亲们，我要带领大
伙儿好好干，让乡亲们的生活环境更
美、生活条件更优、挣钱门路更广，日
子越来越红火！”③6

长寿山上年味浓

裴寨村的饺子宴

郝堂村的幸福年

大年三十施工忙

□本报记者 童浩麟

2月 5日，农历大年初一。早上
10点刚过，作为走基层的联系点，记
者和兰考县仪封乡党委书记闫登峰
再次来到代庄村贫困户71岁的李风
祥大爷家里。

李大爷是闫登峰的老熟人。作
为脱贫工作联系户，2018年李风祥
家闫登峰走访了不下10次。

只见两只大红灯笼高高挂在门
口，庭院洁净，衣服整齐——新年的
春风，吹进了李大爷的家。

“大爷大娘，新年好啊，给二老
拜年了！”闫登峰还未进屋便大声打
招呼。

李大爷激动地说：“闫书记，这
大过年的您还来。”

闫登峰笑着说：“过年了，一定
要来。更重要的是，党派我来看二
老的！”

“闫书记，你们干部真是把焦书
记的作风学到家了！”“党派我来看
二老的”这句话让李大爷感慨十分。

1962年，在兰考县遭受“三害”
最严重的时刻，党派焦裕禄来到兰
考，书写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展新
颜的壮丽篇章。一句“党派我来
的”，让焦裕禄与兰考紧密联系在一
起，成为一座矗立在中原大地的精
神丰碑。今年 1月，叫响“党派我来
的”口号活动正式在开封市党员干

部中启动，吹响了新时代开封更加
出彩的奋进号角。

“闫书记啊，上次您不顾自己腰
疼，把您的磁疗腰带送给我用，又介
绍大夫来俺家给我看病，俺的腰现
在不疼了，真是太感谢您了！”李大
爷老伴儿鲁三妮说道。

“今年，村里有了签约医生，上
家里巡诊，不出门，都把病看了。”李
大爷接过话茬，“我原先得的脑出血
也治得好多了，能干点轻活了。今
年脱贫，保证没问题！”

听到这里，闫登峰接着问：“您
老两口身体好是最大的福气！孙子
富豪和孙女笑笑咋样啊？”

“闫书记，您安排的‘社会助学

扶贫三帮一’已经落实到位了。两
个孩子的干部帮扶人是您，帮扶教
师是俺村优秀教师刘慧辉，社会爱
心人士是一家企业的老板，负责两
个孩子的学费。您看，这学期
他俩都得了奖状！”一旁
的村党支部书记代玉建
介绍说。

立春后的阳光静静
地铺洒在李大爷家的大
院里——愁云、病痛、贫
困，变成了阳光、笑声、温
暖。③6

“春风”吹进百姓家

▲ 2 月 5 日，大年初一，驻马店市
12345 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忙着接听记
录市民投诉电话。⑨3 弓华静 摄

◀2月 4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国邮政
光山县分公司投递员坚守岗位，分发当日
报纸和邮件，保证春节报纸和邮件正常投
递。⑨3 谢万柏 摄

◀2月 5日，大年初一，河南油田双河
采油管理区 20号计量站的采油工们忙碌
在井场上。⑨3 庞先斌 摄

坚守岗位度新春

（上接第一版）让更多的货车跑进去，还
要保证不发生拥堵。

“如果有一列车没安排好，停在了轨
道上，用不了半个小时，京广线上的火车
就得从郑州堵到石家庄，铁路系统就瘫
痪了，所以来不得半点闪失。”聂佩哲说。

前不久，郑州北站开通了一套集
控/列车自控系统（CIPS），在今年春运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套系统可以自动
排列进路，在安全卡控方面非常有用，其
应用为车站运输生产提供了更加可靠、
迅捷的安全保障，降低了现场作业人员
的劳动强度，减少人为带来的差错，提高
了作业效率。”李坤营说。

春运，对置身“第二考场”的陈林、聂
佩哲们来说，压力一点也不逊于客运那
边的第一考场。客流高峰时，为把铁轨
更多地让给客车，他们的调度必须比平
时更快、更准。而到除夕的万家灯火照
亮夜空时，客流忽然减小，货运就会疯狂

“补课”。大年夜、初一、初二，就在我们
举杯庆贺团圆的时候，正是他们挥汗如
雨、分秒必争的时刻。③6

春运的“第二考场”

2月5日，大年初一，商丘古城一片欢腾，民间文艺团体在表演民俗节目，欢度新春佳节。⑨3 崔申义 摄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春节这样欢乐祥和的时刻，百姓的

日子让人更加憧憬，国家的前程让人满怀

期待。

“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日子一定

会越过越红火！我们伟大的祖国，前程一

定会越来越远大！”在 2019 年春节团拜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回望过去一年极不平凡

的奋斗，展望新的一年充满机遇挑战的征

程，对百姓的日子、祖国的前程寄予了美

好祝福，传递出坚定信念，极大鼓舞了广

大党员干部以实干成就美好未来的决心，

极大振奋了亿万人民以奋斗创造幸福生

活的信心。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2018 年，我国

经济总量突破 90 万亿元，经济运行稳中有

进，转型升级蹄疾步稳；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28228 元，民生福祉不断改善，

人民获得感明显增强。跨过许多沟沟坎

坎 ，越 过 不 少 激 流 险 滩 ，中 国 航 船 行 得

“稳”，百姓日子过得“实”，不仅是这一年

的真实写照，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生动

缩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

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保持战略定力，采

取正确策略，始终驾驭中国航船破浪前

行、行稳致远。奋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有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就没有战胜

不了的艰难险阻。

让百姓日子更红火、让祖国前程更远

大，激励我们砥砺初心使命。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

群众时深情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追求就

是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这些年来，

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宣示，到“党的一切

工作就是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谋幸福”的

要求，生动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

怀，更深刻启示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 记 使 命 ，始 终 做 到 为 国 尽 责 、为 民 奉

献。“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

们执政的最大底气”，紧紧依靠人民，一切

为了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创造人民的幸福

生活，成就祖国的宏图大业。

让百姓日子更红火、让祖国前程更远

大，感召我们激扬奋斗精神。“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中国的

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崇尚奋斗实

干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本色，更是我们创造

未来的价值底色。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披荆斩棘，70 年风

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让不可

能成为了可能，更积聚了实现中国梦势不

可挡的磅礴之力。涵养家国情怀，激扬奋

斗精神，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

梦、民族梦之中，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洪

流之中，我们就能通过每个人的奋斗成就

百姓的红火日子、祖国的远大前程。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猪是六畜之首，猪年意味着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天道酬勤，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都是追梦人。

让我们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

头、坚忍不拔的毅力，努力奔跑、不懈奋

斗，推动伟大祖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展现新气象。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