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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卢松

2 月 10 日，郑州。室外雪花
飘飘，天寒地冻。走进二七区救
助站，却是温暖如春。

11时 30分，餐厅内空调吹着
暖风，餐桌上摆放着糖果、瓜子等零
食，餐桌前 4 名救助对象吃着零
食，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记者在救助站看到，餐厅内摆
放有碗筷消毒柜、食品留样冰柜。
宿舍内整齐摆放着8张铁床，床上
铺着干净的被褥，还安装有消防烟
雾感应器。宿舍旁的卫生间内装有
太阳能热水器，可供救助对象洗热
水澡。

“我们没有节假日，全天24小
时有人值班。对于流浪乞讨者和
临时困难人员来说，救助站就是
家。”郑州市二七区救助站站长李
德龙说，今年是他在救助站工作
的第八年，8 个年三十和大年初
一，他都是在救助站度过的。

二七区救助站与郑州火车站
西广场仅一路之隔，承担着郑州

市 60%以上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
工作。进入腊月，二七区救助站
工作人员就忙起来了，不仅准备
充足棉衣棉被等物资、米面油等
生活用品，还特意在站前大路边
设置了明显的指引牌，让流浪乞
讨人员更容易找到救助站。

“我们给救助对象准备了春
节食谱，改善大家伙食。”李德龙
告诉记者，除夕晚上，站内值班人
员和救助对象一起包饺子、看春
节联欢晚会，让流落他乡的困难
人员在救助站过了一个温暖的春
节，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息。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二七
区救助站共救助27名流浪乞讨者
和困难人员。“2013年以来，全省一
直开展冬季专项救助，救助制度也
越来越完善，长期流浪乞讨人员、有
智力问题的人员越来越少，大多是
没挣到钱的外出务工者，或是遇到
临时困难的人员。”李德龙说，“不管
救助对象怎么变化，我们努力把救
助站打造成挡风遮雨的港湾，让他
们感受到家的温暖。”③9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春节前，济源市王屋镇韩旺
村第一次用上了天然气。

“想不到现在俺山里人也用上
了天然气，感觉真是美。”2月3日，
村民邓云对记者感慨。过去她听
说城里人用的是天然气，环保安
全，还便宜干净，心里十分羡慕。

韩旺村地处山区，村民的生
活燃料经历了多次变化。

村民最初都是烧柴火，要上
山砍树枝、拾柴。随后改成了烧
煤球，换一次煤球，满屋飘灰，想
干净也干净不了。再后来用上了
液化气，虽然干净了，但价格太
高，用完还得换气罐，不方便。

2018年年底，韩旺村终于跨
入了天然气时代。

在邓云家的厨房，记者看到，
墙壁上贴着一圈雪白的瓷砖，上
边挂着燃气热水器，大红色的整
体橱柜让厨房充满了喜庆气氛。
橱柜中间的嵌入式燃气灶，正吐

着蓝色的火苗。几分钟后，一锅
水已经扑腾腾滚开了。

用 上 天 然 气 ，生 活 也 改 变
了。“俺村接通天然气后，有 20户
村民利用靠近王屋山景区的优
势，开始经营农家乐。”村党支部
书记王世俊说。

王屋镇用上天然气的村子日
渐增多，韩旺村、迎门村、愚公村
等已陆续开通天然气，王屋村、上
二里桥村、罗庄村、乔庄村等已铺
设完天然气管道。

随着天然气的开通，这些村
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家乐饭
店，小吃街、特色小镇等多个项目
也开始积极地接洽协商。

济源市近年来加快推进农
村天然气工程，越来越多的山区
居民用上了清洁能源。记者从
济源中裕燃气公司了解到，目前
该 市 有 8.5 万 农 户 用 上 了 天 然
气，占全市农户总数的近八成，
农村天然气普及率位居全省前
列。③6

□本报记者 赵同增

蹲在地上细细查看土壤肥力和墒
情，再拔出一株麦苗反复观察根系发育
状况，现场“开课”传授春季小麦田间管
理的“真经”……2月9日上午，河南科
技学院教授、知名小麦专家茹振钢来到
新乡县朗公庙镇毛庄村，冒着寒风直奔
绿油油的麦田，给闻讯而来的乡亲们送
上了一份饱含深情的新春“大礼包”。

村民张庆彬家的十几亩麦苗发黄
发蔫，70岁的“老把式”在新问题面前一
筹莫展，整个春节都开心不起来。

而随着茹振钢的到来，小麦长势
不佳的“病根”被当场揪出，一张“药
方”也摆在了老汉面前。张庆彬高兴
得合不拢嘴，竖着大拇指连声称赞：

“30多年了！每次只要茹老师一来，再
难的问题都是手到病除！”

张庆彬告诉记者，毛庄村位于原阳
县和新乡县交界处，不仅地理位置偏
僻，耕地也多是贫瘠的沙地，一直到上
世纪80年代中期，小麦最高亩产也不
足300公斤。

从1986年开始，茹振钢与毛庄结
下缘分，每年都要过来两三趟，把课堂
开在田间地头和农家小院，源源不断地
送来最新的管理技术和优质麦种，推动

毛庄和周边农村的小麦产量连年攀升。
“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我们村的

小麦品种每年一更新，小麦亩产稳定在
600公斤左右，最高达750多公斤！”张
庆彬感激地说，以前种麦为了风调雨顺
敬天祈福，现在有了茹振钢，每年小麦
都能丰产丰收，茹振钢就是毛庄人的

“及时雨”。
张庆彬赞不绝口，茹振钢连连摆

手：“老哥哥说反了，我不是你们的‘及
时雨’，你们才是我的‘及时雨’啊！”

从事小麦育种工作30多年来，茹振
钢常年东奔西走深入现场指导种植，除
了毛庄，他的农民朋友遍布全省各地。
茹振钢说：“农民朋友信任我、支持我，

是他们给了我宝贵的实践机会和强大的
精神动力，让我在科研工作中一次次战
胜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成果！”

有了茹振钢和农民的“通力合作”，
家喻户晓的百农系列小麦新品种先后
问世，尤其是“百农矮抗58”年种植面积
最高达4000多万亩，被誉为“黄淮第一
麦”，在省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茹振钢也因此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2017年，茹振钢又成功培育了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BNS型二系杂
交小麦，在杂交小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
破，让我省小麦育种登上了又一座新的
高峰。③4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窦志飞

“今年啥时候能把婚给结了？咱
这一大家子都等着你的好消息呢，抓
紧了啊！”

“知道了，放心吧，我操着心呢，等
村里扶贫工作不忙了，我立马把婚礼
办了。”

今年春节期间，鹤壁技师学院派
驻山城区石林镇温家沟村第一书记
郭传奇与家人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
他的婚事。

一边是父母盼着孩子早日结婚成
家，一边是时间紧任务重的扶贫工作，

想起自己对未婚妻卢志荣的承诺，郭
传奇心里五味杂陈。

2017年11月，在鹤壁技师学院任
教的郭传奇，按照组织安排来到温家
沟村任第一书记。该村地处浅山丘陵
地带，总人口1050人，当时仍有37户
129人未脱贫，扶贫任务十分紧迫。

早在派驻之前，郭传奇已与未婚妻
将婚期定在了2018年元旦。但计划赶
不上变化，驻村之后，为了全力以赴做
好扶贫工作，郭传奇瞒着父母与未婚妻
商量将婚期改到了2018年“五一”。

“去年5月，温家沟村要进行村‘两
委’换届选举，村里新上的大棚种植项
目也要启动施工，乡亲们需要咱，那时

候请假结婚我实在说服不了自己。”2
月10日，郭传奇对记者吐露心声。

面对未婚夫恳切的目光，卢志荣
第二次答应了推迟婚期，由“五一”改
至国庆节。可他俩都没想到，这次依
然没结成婚。

原来，为了提高村民收入，郭传奇
发动 40余户村民共同成立了家庭农
场，开始大面积种植高油酸花生。
2018年 9月下旬，温家沟村的高油酸
花生喜获丰收。为了寻找销路，郭传
奇多次与鹤壁市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
进行洽谈，最终以每斤高于市场价0.4
元的价格顺利完成收购。忙着忙着，
他的婚事又被错过了。

“郭书记为了帮咱脱贫，一次次推
迟自己的婚期，我们都很过意不去。”
村民韩玉林介绍，目前，温家沟村5座
温室大棚已建成投用，生产订单农产
品带动了15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党
员李合群返乡创业成立了鹤壁市群升
地板有限公司，目前扶贫车间已基本
建成，预计能带动12名贫困群众实现
就业；村里 110盏一体化太阳能路灯
已安装完毕，进一步提升了乡亲们的
满意度、获得感。

“今年我一定把婚事给办了，这次
不会再推了！”采访即将结束时，郭传
奇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他的未婚妻
卢志荣抿着嘴笑了起来。③9

新年“新”愿 第一书记的婚事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春联高挂，彩灯飘舞，坐落于市
民广场的安阳博物馆里年味儿正浓。

2月 9日，记者在安阳博物馆看
到，三五成群的市民在博物馆里兴
致勃勃地参观。

在二层展厅，一群孩子正围着“文
物标本与修复室”，隔着玻璃仔细观看
文物修复。这些从土地深处挖掘出来
的残破陶器，经过文物修复师的妙手，
被赋予新的生命。安阳博物馆馆长周
伟表示：“公开展示修复程序，改变了博
物馆古板的形象。”

为让博物馆的“年货”更丰盛，周
伟说：“我们早早做了充分准备，推出
了《1928—1930 殷墟考古发掘图片

展》《安阳瓷器陈列》《镂于砖石 刀笔
文字——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藏汉晋
刻文砖铭展》等8个展览，吸引公众春
节假期前来打卡。”

60多岁的市民牛大爷，正在细细
观看160多张殷墟挖掘现场照片，他
告诉记者：“安阳是甲骨文的发源地，
甲骨文是文字之根。我要好好看看，
这是一种精神享受。”

游人来来往往。郑州市兴华中
学七年级学生史开瑞，与父母专程来
安阳参观：“我在书上看过甲骨文，春
节放假来甲骨文的故乡看一看，对历
史文化感受就会更深刻。”

据悉，春节期间，安阳博物馆还
安排了“新春送祝福”系列活动，观众
可参与木版年画拓印、巧手绘“瓷”盘
等活动，让博物馆更接地气儿。③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龙门福道
福来到”“龙门牡丹迎春开”“诗歌
龙门致远方”……记者 2月 10日从
龙门石窟景区获悉，今年春节假
期，该景区共接待游客 21 万余人
次。“互联网+旅游”的“龙门玩法”，
浓了年味儿新了民俗，赢得游客好
评。

春节假期期间，龙门石窟景区
开展了“追梦新时代·龙门过大年”
文化旅游活动，包括“龙门福道福来
到”“龙门牡丹迎春开”“智慧抽奖好
运来”“诗歌龙门致远方”等主题活
动，为中外游客送上节日盛宴。

以“龙门福道福来到”活动为
例，数千盏大红灯笼组成的“龙门福
道”百米灯笼长廊，营造出浓浓的传

统年味儿。游客还可在“龙门福道”
里扫描二维码，参与景区推出的抽
奖活动，赢取精美文创礼品。同时，
景区还上线了24小时网络购票、刷
脸入园、免费语音讲解等服务，以方
便游客入园游览。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夕，龙门石
窟景区面向社会发出“龙门发展谋
新篇，‘三区’融合您指点”征文活
动，受到众多游客关注。截至2月9
日，景区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征
文67篇。同时，该景区充分利用龙
门石窟大数据智能云平台，及时掌
握游客入景区信息，实现了精准管
理、精准服务。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该景区“90
后”“00后”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家庭
团圆游成为景区新亮点。③9

博物馆里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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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扫”年味儿

暖暖新年

救助站里暖如春

山村新年添福“气”

好人相聚真情暖

麦田迎来“及时雨”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2月 3日傍晚，许昌市区解放
路南段一间简陋的理发店内，顾
客盈门。洗头、剪发、刮脸、吹风，
一位头发花白的女理发师手艺娴
熟，正在忙碌。这时，门被推开
了，一群人带着礼物走了进来。
为首的一个年轻女子亲切地说：

“蔡大娘，您辛苦了，我们来看看
您，祝您身体健康，春节快乐！”

理发师名叫蔡瑞云，今年 83
岁。她坚持2元理发，20年真情不
变，曾入选“中国好人榜”，成为“河
南省十大正能量代言人”之一。

说话者名叫赵乐云，性情开
朗、酷爱公益事业的她，组建爱心
团队看望特困户、救助贫困学子、
慰 问 环 卫 工 人 ，获 评“ 许 昌 好
人”。与赵乐云一同前来的，是

“中国好人”李勇一家。作为一个
“421 家庭”的顶梁柱，李勇在岳
父、父亲、母亲相继身患重病时，
用孝心撑起了两个家。

“好人要微笑，好人要有好
报。”赵乐云说，“要过节了，我们
来看看您，送上我们的一份心意
和祝福。”

李勇说：“今天我还带了孩子
一起来，让他们也来学习向善向
美的优良品格。”

正在理发的老伯姚伟民接过
话茬说：“没想到，我来理发能见
到这么多好人，这小屋里可是真
情满满！”

“咱们相聚在一起，就是一
家人。”蔡瑞云老人说，自己只是
做了一件小事而已，却得到这么
多人的肯定和关怀，“我的身子
骨还硬朗，要继续把好事做下
去。”③4

2月9日，游
客在洛阳关林春
节民俗庙会上游
玩。春节期间，
当地举办了精
彩 纷呈的民俗
庙会活动。⑨3
黄政伟 摄

民俗活动闹新春

2月10日，游客在安阳市文峰区仓巷街观看民俗表演。春节假期，该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新春佳节的年味儿更浓。⑨3 王建安 摄

2月9日，农
历正月初五，有
“迎财神”的习
俗。开封市清明
上河园内，数名
“财神”组团为游
客发红包、送祝
福。⑨3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
员 赵国民 余江）2月 10日上午，
天空雪花飘飞，在息县县城最繁
华的谯楼街区域，身穿红马甲的
志愿者和交警、城管队员们一起，
在风雪中疏导车辆人流。

从浙江回到家乡过年的刘先
生感慨地说：“雪天路滑，车多人
多，但是条条街上不堵车，真的没
想到！”

为了全县人民过一个舒心快
乐的春节，息县及早谋划，节日期
间开放县城所有机关单位停车场
所，供社会车辆免费停放。同时
在县城所有路口和重要街区，安

排交警、城管和志愿者轮班值守，
指挥疏导交通，规范文明出行，确
保所有城区道路畅通无阻。

县城畅通无阻，乡村一样畅
行无忧。全县乡镇派出所警力全
员无休，实现辖区路段巡逻全覆
盖，同时保证所有乡村街道路口
均有乡村干部值守。

2 月 8 日下午，信阳地区开
始大范围降雪。当地及时启动
应急预案，在城区各大超市、繁
华路段及景区增设执勤点，增加
执勤人员，动员党员干部、城管、
交警和志愿者挥锹除雪，用爱心
架 起 一 条 条 温 暖 畅 通 的 回 家
路。③9

爱心畅通回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