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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凌
本报通讯员 魏军 郭凯

“走，看晚会去喽！”2月 16日，中牟县青年
路街道民主街村群众手拎板凳，相互打着招呼
向着舞台的方向聚集，整个村庄都沉浸在喜迎
元宵节的喜庆氛围中。

衣食足而文化兴。在钱袋子鼓起来、环境美
起来之后，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
长。如何让过年更具“年味”，让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更强？办好“村晚”即是中牟县在“乡
村文化如何振兴”答卷上书写出的精彩一笔。

官渡镇邵岗村是中牟县最早办“村晚”的
村庄之一，进入腊月后，他们就精心创作和挑
选节目。文化管理员金焕娣说：“大家的积极
性可高了，由于晚会时间有限，一些节目不能

登上舞台，大家还为此闹情绪呢……”
在大孟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鼓声阵阵，

第七届广场舞、盘鼓大赛如火如荼进行；在姚家
镇社区，糖人、剪纸、黑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品引人入胜；黄河岸边，一群耄耋老人不顾寒风
喊着号子打着硪，只为了参加雁鸣湖镇元宵节
民间文艺大赛拿到更好的成绩，让传承了 300
多年的“黄河打硪号子”重现辉煌。

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春
节期间，中牟全县举办各类演出和晚会的村庄已
达133个，部分村的“村晚”已经进行了三届。

中牟“村晚”为何如此深入人心？“这是中牟
县持续开展‘双优’‘双带’活动产生的效应。”中
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王成立告诉记者，从
2017年开始，中牟每年投入800万元专项资金
实施“双优”“双带”文化惠民工程，“双优”即优

秀传统文化和优秀文化作品，“双带”即带动传
统文化发掘传承、带动乡风民风改善。

每年近300场演出，队伍走到哪里，群众的
欢声笑语就跟到哪里。演出为什么如此受欢
迎？王成立道出三条原因：接地气，演出内容都
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事；本地化，演员八成以上
都是中牟人，十里八乡的好些人都认识；连乡
情，一些外出有才艺的人员也纷纷回来参加演
出，常回家看看的结果是老人孩子都开心了。

“双优”“双带”的有益探索和深入实施，不
仅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也为广大农村培养了
一大批文艺人才，为全县“村晚”遍地开花奠定
了基础。“农民富起来了，精神需求也不能‘留
白’，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让‘村晚’等弘扬文明新风尚的文化活动成
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器。”王成立表示。③6

▲2月17日，游人在温县陈家沟景区赏灯游玩。元宵节来临，温县陈家沟景区处处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一派喜庆热闹的节日
景象。⑨6 徐宏星 摄

▼ 2 月 16 日，济源市五
龙口镇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民
群众文艺汇演活动，喜迎元宵
佳节。这种群众喜闻乐见、自
娱自乐的形式，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⑨6 郭利娜
刘永芳 摄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陈洪胜

杜兴田和妻子韩素梅家在北京，因为
修济阳高速（济源至山西阳城），他们在济
源的大山里有了新“家”。

正月初七，年味仍浓，他们已远离北
京，再次投身莽莽群山。

“我们是工程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一年
到头在北京家里待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
2月 17日，杜兴田一边在工地上忙活，一边
对记者说。

杜兴田和妻子都是中交一公局（中国
交建第一公路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中交一公局承建济阳高速 JYTJ-1 标段
后，二人成为鏖战太行的夫妻兵。

“济阳高速 JYTJ-1 标段施工难度很

大，工程简直就是在大山里一点一点抠出
来的。”项目经理赵慧君对记者感慨。

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济阳高速JYTJ-1
标段桥隧比例非常高，达到93.4%，短短十多
公里线路中包含7座隧道、3座桥梁，是我省
目前桥隧比最高的单一高速公路标段。此
外，破碎带、地下水丰富等复杂地质条件也给
施工带来极大挑战。

开工两年多来，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艰
辛奋战，攻克大纵坡、高落差等施工难题，先
后获得两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去年12月，工程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胜
利，完成7座隧道的开掘，隧道群顺利贯通。
同时，3座桥梁也完成下部建设，在险峰峻岭
间穿针引线，串联起一座座隧道。“虽然工程
进展顺利，但丝毫不能松懈。”赵慧君说。

正月初七，100多名项目管理人员已
从天南海北返回岗位，吹响新春冲锋号。

张河隧道施工队队长林贤风是福建人，
刚过了年就从福建返回工地。林贤风多年从
事工程建设，早就习惯了以工地为家的生活。

张河隧道长2400米，地质状况最复杂，
耗时两年多才挖通。“张河隧道贯通后，还要
全力做好剩余工程，眼下正在进行二次衬
砌。”林贤风说。张河隧道旁的混凝土拌合站
机声隆隆，为寂静的群山增添了生气。济阳
高速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将为中原再
增一条出省大通道。

“立下愚公移山志、誓让天堑变通途”，
离开时，工地的这条标语让记者印象深
刻。回望群山，一条条隧洞、一座座桥梁，
正生动讲述着新的“愚公移山”故事。③6

“大国工匠”传承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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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本
文集是冯新
宇 逝 世 50
周年时，县委党史征编委员会多方征集
汇编完成的，收录了他120篇文章，文中
深邃的忧国忧民情怀现在读来依然令人
感慨。”2月 15日，潢川县委党史研究室
的唐晓辉手捧《冯新宇文集》，一边翻阅
一边向记者介绍。

冯新宇，1905年出生于潢川县黄寺
岗乡冯家岗村，原名冯光炳，自幼勤奋好
学的他 16 岁考入河南省立第七中学。
1925年在省立开封第一师范就读期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更名新宇，以示自
己的新生和开创新世界之决心。

1927年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任教，
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大荒坡农民
暴动的组织和筹备工作，后任中共南五
县临时特委秘书。

1937年底，冯新宇受中共河南省委
派遣，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和战地记
者的公开身份返回潢川，负责恢复中共
地方党的组织。1938年 2月，他参与中
共豫东南工委的领导工作，任特委委
员。同年4月，任中共潢川县工委书记，
并经党组织同意出任国民党潢川县党部
书记长，组织领导地方抗日救亡宣传活
动。因长期积劳成疾，冯新宇于1940年
7月 28日在潢川病逝，年仅35岁。

“1990年，冯新宇入选我省 60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汇编《冯新宇文集》既是对他的缅怀，
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唐晓辉
说，“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将永远激
励我们继续前行。”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2 月 18 日，
郑州警方通报了打击“黑出租车”专项行
动的阶段性成果，一个以李某某为首的

“黑出租车”犯罪团伙被打掉，警方抓获
10名犯罪嫌疑人。

自去年12月以来，郑州警方接到多
起举报“黑出租车”侵害乘客利益的报警
电话，郑州市区发生多起“黑出租车”妨
害执法的事件，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
序和营运秩序。郑州警方抽调警力成立
专案组进行侦查，严厉打击“黑出租车”
非法营运行为，对妨碍执法的人员一律
从严从重处罚。

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副局长赵
德孝介绍，在此次打击“黑出租车”专项
行动中，警方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的要求，多警联动，协同作战，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以李某某为首的

“黑出租车”犯罪团伙进入警方视线。
该犯罪团伙打着“港湾”出租车公司

的旗号，利用改装成的出租车在郑州市
进行非法营运活动。该团伙成员在遇到
交通执法部门查处时，通过暴力威胁手
段寻衅滋事、妨害公务，逃避惩罚。今年
2月15日，郑州警方出动警力100余人，
对该团伙成员实施集中抓捕，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 10名，查扣非法营运的“黑出
租车”10辆。

李某某等 10人分别以涉嫌妨害公
务罪、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2月 18日，记者
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印
发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名
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认定首批
100家单位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其中我省有6家单位入选。

据介绍，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旨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此次我省入选的6家单位分别是：三门峡
市陕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汝州
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鹤壁市浚县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周口市郸城县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驻马店市平舆
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许昌市禹州
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革委要会同
有关部门对示范园用地在年度土地利用
计划安排上予以倾斜支持。支持示范园
入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优先申报发行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企业债券，支持入
园小微企业以增信集合债券形式发行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企业债券。③4

首批国家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公布

我省6家单位入选

扫黑除恶进行时

冯新宇：

以笔为戈写丹青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郑州警方打掉
一“黑出租车”犯罪团伙
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

演员在“村晚”上弹奏乐器。⑨6 杨凌 摄

代表委员履职记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2月 18日一上班，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平原
光电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
技师梁兵，就召集梁兵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的技
术骨干成员，商量“出书”的相关事宜。

“刀具应用、机床维护、程序编制等特别重
要，整理素材时一定要细之又细。”技术骨干孟旭
杰说。

快人快语的梁兵告诉记者，他们准备将精密
机械加工制造的基本常识和经验做法汇集成册，
争取上半年“出书”，帮助技术人才从“一专多能”
向“多专多能”转变。

熟悉梁兵的人都知道，他曾在人民大会堂受

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也曾走进中南海，作
为唯一的技能人才代表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成长
经历；他所生产加工的产品被称为“免检产品”，
精度可达到头发丝粗细的1/15。

去年，首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梁兵，
结合自身工作，建议加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
作，通过产教融合等方式，培养更多适应未来发
展需要的优秀技能人才。

梁兵发现，目前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与企
业的需求之间存在“偏差”，他希望能进一步加
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发挥职业院校的设
备优势和企业的人才优势，联合培养技能人才。

“政府应该鼓励大型企业承担一定的人才培
养任务，或在职业学校设立以企业命名的班级，
并由企业派驻技师、工程师进行授课，国家减免
企业的部分税负以资鼓励。”梁兵认为。

去年，梁兵走访调研了焦作市技师学院、洛
阳机车技师学院和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了解

学校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情况，并在河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挂牌了梁兵技能大师合作工作室。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自
2011 年国家级梁兵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成立
以来，梁兵不断在人才培养、带技能人才队伍上
下功夫，全力组织开展以数控设备高速加工、软
件编程、异型零件难关突破等为主要内容的大
师讲堂活动。

“90后”栗广凯，作为梁兵技能大师创新工
作室的重点培养对象，近年来在科研生产和岗
位技能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2017年，他获
得河南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数控铣工职业技能
竞赛第三名，被授予“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晋
升技师。

在建设技能强国的道路上，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今年参加全
国两会时，梁兵准备从人才培养、技能创新和
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等方面提出建议。③8

戴着一副眼镜的梁兵，给人感觉

很斯文，却是能把各种大型器械“玩

转”于手心的“指挥家”。

他在河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有

一间以“梁兵”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

室。这里已成为公司能人高手“切磋

技艺”的大本营。

他有一条座右铭:“精工利器，匠

心铸魂。”他常说，技能大师要精益求

精守匠心，言传身教育新人。

大国工匠，金针度人。凭着钻劲

儿、拼劲儿和韧劲儿，他让梁兵技能大师

创新工作室的新人不断冒尖成材。③8

言传身教育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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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月 26日，中交一公
局工程建设者在施工现场庆祝隧道
贯通。新华社发

“村晚”里看文化振兴

□本报记者 周青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