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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说

“进入新时代，城乡关系正由二

元 结 构 向 加 快 融 合 发 展 转 变 ，我 们

要顺应这一趋势，因地制宜、改革创

新，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顺

应 重 大 转 变 中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助 力

中原更加出彩。”

——宝丰县委书记许红兵

打卡红色基地

共吃一碗面 同庆重阳节

新华社北京 10月 6日电 10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建交 70周年互致
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建交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
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
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鲜人

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70 年前,中朝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这在两党两国关系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朝鲜是
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
年来,在两党两国历代领导人关怀和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传统友谊经受
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的考
验,不断发展,历久弥坚,深入人心。
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成果丰硕,不仅

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社会主义事业
繁荣进步,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
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
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
富。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
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
的方针。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
展,珍视同委员长同志的互信和友
谊。（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平 孙勇 通讯员
刘景澎）金秋时节，走进睢县周堂镇黄堂
村，只见宽阔的村道干净整洁，粉墙黛瓦
的村居掩映在银杏林里，2000平方米的
文化广场敞亮大气，平坦如砥的“三大道
路、八大胡同”连通每家每户，新建的餐
厨垃圾处理厂让村民自觉学习垃圾分类
攒积分奖励……

说起黄堂的变化，村民不由地跷起
大拇指：“这得归功咱的党支部，得夸夸
咱的领头雁崔纪连。”

2013年，崔纪连回村任党支部书记
后，带领党支部一班人抓党建、强班子、

育产业、聚人心，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
事接着一件事办，整修道路、清理坑塘、
栽花种树、兴办企业……现在的黄堂走
在全县乡村振兴的前列。“连夺基层党
建、脱贫攻坚、美丽村庄、产业发展四面
红旗。”村委会主任曾凡忠自豪地说。

黄堂之变，是睢县以组织振兴助推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睢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高质量发展，重点解决个别基层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干部“人难选”、后进班子

“整治难”、党员作用“发挥难”等农村突
出问题，（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何可

10月 2日，暮色四合，站在青龙山
登山步道的半山亭北望，实施亮化工程
的巩义城区流光溢彩，新兴路大桥上车
流如梭，后寺河堤岸上的街灯如同一条
玉带穿城而过。山脚下，来纳凉休闲的
市民络绎不绝。

跳上驶向市区的公交车，很快到
了东区市民文化广场。一个广场六
台戏，“盛世欢歌”“梨园香韵”“河洛

书场”等六个文化角都有扎堆的“粉
丝团”。56岁的白培利在“舞动巩义”
区域跳得正嗨：“白天忙工作，晚上到
这里跳跳舞，精气神儿马上不一样！”

像东区市民文化广场一样，石河
道公园明珠广场、人民广场、体育主
题公园……遍布城区的广场“越夜越
活跃”。大大小小的广场上，舞步蹁
跹、戏韵悠长、书声琅琅、歌声飞扬，
人们在明亮的灯光下赏戏曲、诵诗
词、品鼓韵。巩义的广场不仅“活”
了，而且“火”了，已成城市的“文化会
客厅”。

巩义的夜，越夜越精彩。在文化
馆的教室里，河洛大鼓、剪纸、书画、
舞蹈等免费培训班挤满了学员；街道
办事处的综合文化站里，前来阅览、
合唱、排练舞蹈的群众络绎不绝。公
益性文化场所在夜间发挥威力，20个
综合文化站、316 个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34 个社区文化中心全部免费开
放。至今年年底，巩义市还将建成 5
间“城市书房”。

健康消费是夜间经济的重头戏。
在巩义市，健身房里，锻炼的人们挥汗
如雨；市体育场、石河道公园、伊洛河
畔，健步走的团队步伐矫健……公共健

身场所遍布城区，走进任何一个绿地游
园，都能找到健身器材，健身步道比比
皆是。

民以食为天，夜经济离不开“烟火
气”。9月 17日，新华路上开了40余年
的“小吃不夜城”完成升级改造，在线监
测的油烟净化装置、洁净的操作间……
老牌“深夜食堂”的新生，令老饕们纷
至沓来。

夜 经 济 ，是 城 市 活 力 的 重 要 指
标。巩义市商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宵夜、酒吧、KTV、电影院、24 小时便
利店、电竞酒店等核心夜生活业态，巩
义一个也不少。新的业态还正在崛
起，在宋都御街，正在建设一个集文
旅、餐饮、演艺于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
体；老旧窑洞、工厂旧厂房被改造成酒
吧、餐馆，吸引了不少顾客感受不一样
的消费体验。

晚上 11点多，巩义共享单车的使
用量出现一次峰值。共享单车区域运
营商解释，这是午夜场电影院即将开始
的前奏。在奥斯卡电影院，多部电影上
映场次排到了子夜。

亮起来、动起来、燃起来，城市“夜
经济”活力迸发。巩义，宜居宜业宜游
的“山水之城”越夜越美丽。③6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老赵，你这来了才几个月，肚
子就圆起来了！”

“那可不是，都是沾了咱村敬老
食堂的光！”

10月 6日 12时，在禹州市鸠山
镇西学村敬老食堂，主厨徐召生和
妻子苏艳丽忙不迭地将一碗碗香喷
喷的鸡蛋捞面、热腾腾的海带汤端
上桌。30多位老人陆续在餐桌旁就
座，欢声笑语不断。

西学村是禹州市西北部的一个

小山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
工，村里有不少留守老人和孤寡老
人，有的甚至生活难以自理。如何
让这些老人老有所依，每天在家门
口吃上热乎饭，成了西学村“两委”
班子关心的问题。

今年年初，禹州市开始实施“助
餐工程”，主要服务对象为60岁以上
的老人，重点为高龄、空巢、独居、特
困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西学村是首批
试点村之一。3月18日，西学村敬老
食堂开张，徐召生夫妇成为负责人。

“现在，在这里吃饭的老人有37
位。”徐召生说，给老人做饭，要保证
三餐营养均衡，让老人每天都能吃
到肉和鸡蛋。

按照规定，到敬老食堂吃饭的

老人每人每月只需交 150 元餐费，
再由相关部门每人每月补助 150
元。“俺一天交5块钱，就能三顿都吃
上热乎乎的饭菜，这日子是越过越
幸福！”81岁的赵四海老人说。

吃罢午饭，63岁的老村医徐国勋
又把徐召生拉到一边，小声叮嘱：“生，
往后要注意一下，晚饭让大伙儿吃到
八分饱就成。”原来，他通过体检发现，
不少在敬老食堂吃饭的老人体重增长
过快，需要控制饮食、加强锻炼。

“别看中午只是一碗捞面条，却
能温暖老人的心，弘扬尊老、敬老的
优良传统。有了党的好政策，有了
服务老人的责任心，俺村的敬老食
堂会越办越好！”西学村党支部书记
陈改范说。③8

□吕志雄

国 庆 节 刚 过 ，

孟津县会盟镇铁炉

村党支部书记臧正

祥又忙着操办全村

70 岁以上老人的广场“重阳宴”。他

向笔者展示精心设计的广场图样，

动情地说，要让五星红旗飘起来，要

把红对联贴出来，感恩党感恩祖国，

也倡导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

现阶段，养老已是全社会关注的

一个焦点。国家有顶层设计，基层有

像臧正祥这样的党员干部致力于养老

服务业，让老年人感受到了幸福。目

前推行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模式，让居家养老

与社区“嵌入式”服务相辅相成、社会

机构养老与职教养老专业人才培训同

频共振，助推“银发产业”遍布城乡，展

现出“夕阳无限好”的美丽图景。当

下，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一

批“95 后”养老专业毕业生已加入到

养老服务行列，功能完善、规模适度、

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在形成。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

晚照。”因为祖国富强、社会和谐，才有

了老年人安享晚年的环境和条件。让

老人们乐其所乐，让花间晚照更灿烂，

正是盛世图景的生动展现。1

中朝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金正恩互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石少华)
10 月 6 日下午，宝丰县汝瓷手拉坯体验
馆里一派热闹景象。“体验汝瓷制作过
程，感受汝瓷技艺的魅力，感觉很有意
义！”来自平顶山市的杨先生兴致勃勃
地说。

作为汝瓷官窑遗址所在地，宝丰县近
年来先后发展汝瓷研发机构、公司、作坊
100 多家，年产汝瓷 200 多万件（套），产
品远销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值超 6亿元。同时，他们以汝瓷文化为
依托，打造了汝窑遗址展示馆、汝窑博物
馆，推出汝瓷手拉坯体验，吸引了大批国
内外游客。

宝丰县是中国曲艺之乡、中国魔术
之乡、中国汝瓷文化之乡，在乡村振兴
中，宝丰县坚持走好农文旅融合发展之
路，重点打造了马街书会、民间魔术、汝
瓷文化三张名片，不断推动乡村从“卖
产品”向“卖风景”“卖文化”“卖体验”转
变。

赵庄镇大黄村是全国有名的“魔术
村”，在这里，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变两
手魔术。近年来，该村把传统魔术文化
与商品销售相融合，拉长魔术文化产业
链条，探索出“魔术+”销售模式，打造了
全国最大的图书批发市场和小商品批
发市场。（下转第二版）

一碗捞面条 浓浓敬老情

让花间晚照更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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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夜经济”扮靓山水城

小城之夜

睢县 组织振兴 实干亲民
实践者说

睢县通过高质量党建，

推进产业兴旺“高效益”、生

态宜居“高颜值”、乡风文明

“高素质”、治理有效“高标

准”、生活富裕“高水平”，以

基 层 党 建 的 全 面 进 步 引 领

乡村振兴，有力地推动了城

乡高质量发展。

——睢县县委书记吴海燕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李艳）
“改造后的马路湾水电站，可以向河道下
泄 生 态 流 量 ，最 小 生 态 流 量 为 每 秒
0.519 立方米，达到了绿色小水电站的
标准。”10月 5日，在位于栾川县伊河干
流上的马路湾水电站，电站有关负责人
介绍。

建设绿色小水电站，是栾川县优先
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栾川森林覆盖率达 82.7%，旅游资
源得天独厚。去年 8月，栾川县委十二
届七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优先实施“生态
立县”战略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
定》，把“生态立县”作为“旅游富县”“产
业强县”的前提和基础优先实施。

该县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把优化产业结构放在重要位置，其
中明确要求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因地制宜制定禁止和限制发展产业
目录，禁止新上风电、小水电、规模化养
殖、漂流等项目。

“栾川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可持续
的资源在生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生
态。对此，我们强化产业准入管理和底线
约束显得尤为重要。”栾川县政府有关负
责同志说。

（下转第二版）

栾
川

生
态
立
县

旅
游
富
民

实践者说

我们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让良

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美好生活

的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点，成为加快建设向上向善、旅居

福地新栾川的发力点。

——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

亮起来、动起来、
燃起来，城市“夜经
济”活力迸发。巩义，
宜居宜业宜游的“山水
之城”越夜越美丽。

10月 5日，洛阳定鼎门广场，洛阳市洛龙区老年体协自行车委员会的
千余名老年人欢聚一堂，举行庆祝重阳节趣味运动会。自行车慢骑等项
目吸引了众多老年人参与，共享欢乐时光。⑨3 张光辉 张俊望 摄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谭亚廷

10月 2日上午9时整，一辆辆满
载南阳市区学生的“红色研学游”旅
行大巴，来到位于镇平县城的彭雪
枫纪念馆。小游客们迫不及待地跳
下车，有序进入彭雪枫纪念馆，聆听
革命故事，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彭雪枫纪念馆工作人员说：“孩
子们在这里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
色文化，近距离了解和感受他们心
中的英雄，将会更加珍惜今天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

彭雪枫将军 1907年 9月 9日出
生在镇平县七里庄村，从艰苦卓绝
的战争中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农红
军和新四军杰出的指挥员、军事家，
1944 年 9 月 11 日在指挥收复夏邑
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结
束了短暂却光辉的一生，被毛泽东、

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雪枫将军是我们全村的骄傲，

在新时代发扬传承好将军精神，就
是让村里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
活。”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彭长宏
说。从彭雪枫纪念馆出发，通往彭
雪枫将军故居所在地七里庄村的路
被命名为“将军路”，一路上桂花飘
香，道路宽敞，村庄里房屋错落有
致，处处生机盎然，一个美丽乡村悄
然映入眼帘。

曾经过着靠天吃饭日子的七里
庄村如何实现“华丽转身”？脱贫攻
坚给村里的发展吹来了“东风”。彭
长宏带领村“两委”按照“彰显红色
文化，实现生态宜居宜游宜业”的思
路，以打造将军故里红色文化为核
心，提升基础设施，推进旅游业发
展，实现乡村振兴。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该村
依托国家扶贫政策，大力发展村集

体经济，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推
广“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鼓
励村民通过流转土地、务工等方式
增加收入。加大资金投入，修缮、
扩建雪枫故居，建设标准化雪枫小
学，建造蓄水灌溉设施，硬化道路，
栽植行道树。依托厚重红色文化和
优良生态资源，七里庄村面貌焕然
一新，呈现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图
景。

同时，七里庄村用文明新风滋
养群众，通过开展“十星级文明户”
评选活动，引导村民移风易俗，组织
文化演出，丰富群众生活，尊老爱
幼、崇文尚学在该村已蔚然成风。

近年来，七里庄村先后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省级生态村”，被确
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
旅游教育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络绎不绝，给这个小村庄带来无
限生机。③6

雪枫故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