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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陈聚涛

“按照惯例，今年还给大家出
两道题。”2月 9日下午，在洛阳市
第十一届纪委六次全会上，省委常
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再次给全市
领导干部“出题”。

第一道，依旧是必答题：如何
持续深化家风建设？

第二道，依旧是思考题：如何
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新征程中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要围绕过去一年发生的大事要
事难事，议家风、谈国事，把家事和国
事结合在一起，做好家风文章、厚植
爱国情怀；要围绕发生在身边的腐败
案例，议家风、谈党纪，让自己和家人
在心灵和思想深处受到触动、警醒。”
李亚说，希望大家在阖家团圆、畅叙
亲情的时刻，持续抓好家风建设。

会场内，笔记声沙沙作响。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

年，当前，洛阳奋斗“十四五”、奋进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新时代新
征程新气象期待新作为。

如何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把今年确定的大事要事、目标任务，
干好，干出彩！”李亚的话语重心长。

“要围绕如何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落实新发展定位、厚植新发
展优势，围绕如何深化提升‘9+2’
工作布局、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洛阳
都市圈，立足本职、深入思考、担当
作为。”李亚说。

会议一结束，与会同志便讨论
起如何答好这两道题。

“答好家风题很重要，干部的家
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
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和精神内
涵。”洛阳市财政局局长王国辉说。

“立足新时代，勇于新担当，干出
新作为，需要脚踏实地、扎实做好本
职工作。”洛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李保国说，只有用心
答好两道题，才能真正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为加快洛阳都市圈、现
代化强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走出会场，大家信心满满。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浙赣之行，感受最深的是，江
西横峰和浙江安吉两县规划标准
高，发展理念新，党建引领强，在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上能够保持定力，
久久为功。”2月5日，西峡县委书记
周华锋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头脑
风暴，回来之后，我们就迅速对标，
深度思考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下一
步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头，有所作为。

周华锋说，西峡作为全省乡村振
兴战略示范县，自然禀赋、区位条件
与横峰、安吉两县相近，在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上，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些探
索，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在贯彻

“两山”理论上，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80.3%，是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文明城
市。在富民产业培育上，以香菇、猕
猴桃、山茱萸为主的“菌果药”特色产
业，年综合产值200亿元以上，农产
品出口额保持全国县级地区第一。
在城乡融合发展上，三次产业结构为
14.1∶39.8∶46.1，城乡居民储蓄额和
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居南阳市前列。
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创建全国文明村
镇5个、省级文明村镇4个，300个村
（居）全部达到“民主法治村”标准，创
成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公众安
全感指数稳居全省县级前列，去年荣
获“全国无访县”称号。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西
峡县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以更大力

度谋划推进乡村振兴。周华锋说：
“我们主要从四方面发力。”

第一，规划先行上再提升。围
绕南阳建设大城市的发展定位，统
筹考虑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生态等
规划，做到多规合一，确保以高质量
规划引领高质量乡村振兴。

第二，党建引领上再加强。全
面巩固提升省村（社区）“两委”换
届试点成果，深入开展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大比武”活动，深化党支
部书记专职化管理，夯实基层基
础。以全域党建为抓手，发挥好跨
领域、跨行业、跨层级的党建联合
体作用，推动资本、人才、技术等资
源和力量下沉。

第三，在补齐人才短板上再突
破。实施“乡村人才群雁工程”和

“回创工程”，激励各类人才参与乡
村建设。实施“村组干部能力提升
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万名党员进
党校”，提升村组两级干部基层治
理能力。

“城乡深度融合上再发力，这
是第四方面，也是重中之重。”周华
锋说，我们树牢“生态经济化、经济
生态化”理念，以县域治理“三起
来”为指引，聚力壮大新型特钢等4
个百亿级产业园，全面提升“菌果
药”三大特色产业，激活以旅游为
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以工促农，三
次产业互动。用好“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县”机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和农村宅基地改革，持续
提升城乡交通、医疗、教育、生态治
理一体化水平，努力建设经济强
县、生态强县、开放强县、质量强
县，打造幸福美好新家园。③8

浙赣归来话打算

开新局·乡村振兴走前列“ ”

春节“两道题”
干部“领作业”

对标先进加油干
全面振兴再发力
——访中共西峡县委书记周华锋

（上接第一版）
结合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健全

村规民约，广泛开展星级文明户、好
媳妇、好公婆等文明创建评选活动，
全省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占村镇总数
的50%以上，推动“村美人更美”。

这三年，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子
更明晰了——

2020 年 9 月，记者跟随我省
20个乡村振兴示范县县委书记赴
浙江、江西学习考察人居环境改善
和乡村振兴工作。这 20个县是河
南乡村振兴的“领头雁”。此次千
里之行，就是为了鼓励引导示范县
大胆探索、先行先试，让干部群众
学有榜样、干有遵循。

抓住“典型引路”，强化示范引
领，以点串线，连线成片。
我省一方面持续实施“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每年在全省选取1000个
不同类型的行政村，高标
准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样板，边示范边推广；一方面持续开
展“四美乡村”“美丽小镇”“五美庭院”
创建，解决好不敢闯不会干的问题。

97%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
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30%，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670
万户，1517名规划设计师到1188个
村庄开展规划编制试点工作……三
年攻坚，昔日垃圾乱堆、污水横流、
蚊蝇乱飞、杂物挡道的农村脏乱差
现象已经很难看到，长期制约农村
的环境问题得到改善，群众满意度
保持在86%以上，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随
着“三农”工作重心朝着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作为乡村

振兴的关键抓手，乡村
建设的分量加码，中原
乡村的未来，必将带给
人们更多惊喜。③5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夏泽辉

2月 11日，在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镇
人马寨村“王玉瑞澄泥砚展示馆”，村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老艺人和受邀而来的
艺术家们欢聚一堂，纷纷展示绝活——制作
澄泥砚、剪窗花、拓年画、写春联、蒸花馍、炸
油饦等，闹新春、过大年。

活动现场，王玉瑞澄泥砚第七代传承
人、13岁的王睿图，挥毫写了一副春联。几
位书法家也纷纷挥毫为村民写春联。

厨房里，妇女们忙得热火朝天，随着一
双双巧手的揉捏搓按，憨态可掬的福牛、心
心相印的天鹅、吉祥招财的金蟾等，一个个
惟妙惟肖的花馍摆满了案板。

在澄泥砚传习所，陕州澄泥砚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王玉瑞澄泥砚展示馆馆长王跃
泽和陕州石壕窑陶瓷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
邓晓荣正坐在转盘前，全神贯注地制作迎新
春的第一窑澄泥砚。剪纸艺术展厅内，在
70岁的陕州剪纸技艺非遗传承人侯引绸的
带领下，当地的老艺人们一边剪纸一边唱着
剪纸歌。

人马寨村是河南省美丽乡村、河南省民
俗古村落（特色村），文化底蕴深厚，目前有
非遗传承人 30多个，传承的非遗项目有地
坑院营造技艺、澄泥砚、木版年画、剪纸、泥
塑等。

“我们近几年连续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展示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传统

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王跃泽说。③5

迟来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朱光伟

2月 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年
味越来越浓。每逢这个时候，人们
都在购买春联，置办年货，准备过
年。在民权县老颜集乡，却是另一
番景象：十里八村的老老少少，开
着电动车拉着一捆捆编织草篮用
的蒲草，急急忙忙往家赶。

“这是在罗庄村李永花那儿拉
的蒲草，快过年了，在家闲着没事，
准备编篮子。”李庄村村民张艺建
指着车上的蒲草，笑眯眯地说。

在老颜集乡，说起编织活儿，

就自然提起罗庄村巧手媳妇李永
花。走进李永花手工艺品编织扶
贫车间，一摞摞五颜六色的编织品
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东西两侧。一
堆堆蒲草存放在材料间，里面挤满
了前来拉蒲草的村民。

“这都腊月二十八了，该放假
过年了。可越是这个时候，来拉蒲
草的人越多。村民编好篮子后再
卖给我，大家都能挣钱。”刚 40岁
出头的李永花说。

一旁的编工李玉玲笑着接茬
道：“现在日子好了，天天跟过年似
的，真过年也没啥稀罕的了。在家
闲着，还不如找点活儿干。”

据悉，自民权县实施建设扶贫
车间助力精准扶贫以来，老颜集乡
一个个扶贫基地遍地开花结果。
目前，李永花的手工艺品编织扶贫
车间在册编工有400多人，其中贫
困人员 100多人、残疾人 30多人，
并辐射周边林七乡、王桥镇、王庄
寨镇等多个乡镇。③4

□本报记者 孙美艳

2月 11日，申聪回来的第 322
天，申军良数着天数过日子。

这一天是除夕，济南最高温度
升至 17℃，正如申军良一家，冬天
渐渐远去，一切复苏刚刚开始。

晚上 6点，天刚擦黑，申军良
一家已经围坐在一起，准备吃年夜
饭了。望着儿子申聪，他没忍住，
眼泪直淌。“今年春节大不一样了，
申聪的位置不会空着了。”申军良
说。

43岁的申军良从没有像今年
这般如此期待这顿年夜饭。时间
回到 2005年 1月 4日，这一天，申
军良未满周岁的儿子申聪大白天
在广州增城的一间出租屋内被抢，
之后被贩卖。从此，他开始了长达
15年的寻子之路。

15年间，他卖房子、借外债，
一个人带着厚厚一沓寻人启事，奔
走在路上。2020年 3月 7日晚，申
聪终于被找回。“妻子一把抱住，不
停地问，儿子，这些年你在哪里啊，
说完号啕大哭。”回忆找回申聪时
的情景，申军良双手不住颤抖。

去年春节，申军良给申聪写
信：“我们已经15个春节没有一起
过了，爸爸时刻都憧憬着我们全家
人团聚的场面。你在哪里？”

如今，申军良念叨了 15年的
时刻，终于来到了。

“今年本计划回周口老家过
年，但因为疫情防控，就不回去
了。”虽然没回老家，但申军良尽力
让孩子感受到过年的氛围。

今年这顿年夜饭，申军良提前
了一个月准备。此前，申聪在广东
生活，喜欢吃米饭、米粉，为此，他们
一家一改北方吃面的习惯，餐桌上

每天都有米饭。为了让申聪吃到正
宗的广东饭菜，他专门从网上订货，
寻找从广东发货的商家。

大年三十，下午 2点，申军良
就开始在厨房里忙活，直到 6点，
他才忙完坐下来。

黄 花 鱼 、广 东 腊 肠 、八 宝
饭 ……满满一大桌菜，都是按照
申聪的口味做的。“自从申聪被抢
以后，这么多年，我们家从没有吃
过这么丰盛的菜。”

团聚是最好的年夜饭，年夜饭
是团聚的见证，申军良邀请弟弟一
家三口过来，加上父母、妻子、三个
儿子，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庆祝
久违的团圆年。③5

“织”出幸福新年景

新春 走基层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张晓甫

“俺现在已经享受到政府的低保了，
你们又专程来看我，太谢谢了！”2月 10
日上午，捧着志愿者送来的年货大礼包，
临颍县瓦店镇上坡高村的“临颍好人”杨
大民感动不已。他12年如一日不离不弃
照顾患病妻子，2020年被评为孝老爱亲
的“临颍好人”。

“看到前几天县里组织的‘与好人过
大年’活动，我们就想主动为这些‘好人’
送点心意。”志愿者代表、临颍县小乡厨
餐饮经理王亚告诉记者，他们几家商户
联合，给“临颍好人”杨大民、林书霞、李
凤彩等每个家庭都送去了一份年货大礼
包。

农历小年后，临颍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发出了“我与好人过大年”爱心活
动倡议，动员社会各界志愿者到全县各
级各类“好人”、道德模范家中送去新春
祝福。短短几天时间，全县已有 30多支
志愿服务队伍、200多名志愿者参与此项
活动。

据了解，今年 1月，临颍县还开展了
为临颍籍“中国好人”征集春联的活动，
十天时间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网友创
作的春联 100多副。2月 4日，临颍县专
门邀请县书法家协会的成员，为临颍籍

“中国好人”书写春联，一个上午就为全
县各类“好人”书写春联200余副。

“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好人’、模范，
他们温暖了别人，我们更应该记得他们，
给他们送去温暖。”临颍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常国庆说。③5

为“好人”送温暖非遗民俗纳新福

下图 2月 12日，洛阳
市王城公园多处造型别致
的彩灯扮靓了游园，吸引
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游玩。⑨3 黄政伟 摄

上图 2月 12日，大年
初一，郑州七中就地过年
的师生们舞龙舞狮，用传
统习俗欢庆新春。⑨3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我村我家大变样

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