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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二十三 糖瓜粘
平安祥和迎新年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 月 22 日，鲁山县四棵树乡平沟
村，村民陈新库忙着将几头黑土猪赶下
山，儿子陈鲁伟则开着越野车为顾客送
新春大礼包。“每份售价400元，包含加
工好的方块肉、排骨、酥肉等 13 种产
品。”陈鲁伟介绍，平顶山市区的订单可
以送货上门，外地的订单快递寄送。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回头客在节
前订购大礼包。去年我养了50头黑土猪，现在已
卖掉 40多头，不是受疫情和雨雪天气影响，我就
是养100头也不够卖。”陈新库略带惋惜地说道。

这样的好生意，陈鲁伟以前可不敢想。平沟
村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以前由于道路不通，村
里普遍贫困。20世纪90年代，鲁山县在这里修成
了翻山的石林路。陈新库靠着养猪积攒了钱，才
将3间草房翻建为4间瓦房。

鲁山县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单体景点2378个，
仅陈新库家附近就有杜鹃岭、文殊寺、六羊山等景区
景点。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旅游兴县”战略，把发
展旅游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先后获得国
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荣誉。

守着绿水青山，如何过上好日子？陈新库又
萌生了开办农家乐的想法。2003年，勤劳的陈新
库又翻建起 4 间平房，老陈家农家乐便开张了。
由于饭菜口味地道、价格低廉，经营中揽了不少回
头客；但随着乡村旅游的升级，老陈家农家乐的硬
件设施慢慢落伍了。

2020年，在老主顾们的劝说下，陈新库又建
起三层楼，建筑面积达 1200平方米，拥有床位 70
张，经营条件不断提档升级。去年，他的民宿被县
里评为四星级，还领到了4万元的奖金。

有了硬件的保障，陈新库的女儿通过线上宣
传，不断引来周边地市的旅游团。在女儿的影响
下，陈新库还学会了拍短视频，时不时晒晒大山里
的幸福生活。

如今，老陈家民宿越来越出名，尽管这两年旅游
市场受到疫情影响，但收入仍保持在40万元以上。
陈新库专门雇了厨师和10多个村民帮工，还盘下一
处800平方米的楼房，准备开发成自助式民宿。

“生到这个好时代，我们家的生活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了。”大雪纷纷扬扬，陈新库又打开了抖音，
边拍摄雪景边高兴地说。③7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本报通讯员 程正峰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习
俗很多，除了发压岁钱、贴春联等，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习俗——节前“大扫除”。
这一习俗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把不
好的事物留在旧的一年，干干净净、清清
爽爽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1月 22 日，临近年关，濮阳县 22个
乡镇、990个村庄同时“大扫除”的一条短
视频刷屏濮阳人的朋友圈，一场“比学赶
超”的人居环境整治冬日大会战，在龙乡
大地全面展开。

走进濮阳县子岸镇东店当村，大路
宽阔整洁，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文化墙古
色古香，别有一番韵味。

“这几天，全村老少爷们儿齐上阵，
给村里来了一次‘大扫除’。”子岸镇东店
当村村民陈同伸说，“这几年，俺村环境
有了大变化，建了儿童乐园、图书馆，有
水、有花、有画，有游乐亭，又建了个电影
院，不打扫干净保持整洁，咋对得起这些
设施呀。”

在濮阳县鲁河镇高庙村，平整路肩
的挖掘机忙个不停，放寒假回家过年的
大学生高宇航、高鑫身穿“红马甲”，带领
村民清扫落叶、清理排水沟。

“俺村虽然基础相对差些，但村民好
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垃圾不乱堆，污水
不乱倒，每天早上，全村 84个垃圾桶前，
都能看见排队倒垃圾的村民。”高庙村党
支部书记高朋启表示。

据介绍，在鲁河镇，镇、村、组三级网
格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党心系民心，
党群心连心”活动的深入开展，“服务区
所辖村对手赛”“服务区之间联手赛”“后
进村晋级挑战赛”等三种擂台赛的激励，
让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形成了奋起直
追的良好态势。

专班推进、党员示范、群众参与、集
中观摩……近年来，濮阳县坚持把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作为推进美丽乡村振兴的
一场硬仗，深入开展垃圾、污水、厕所整
治行动，加快“四美乡村”“五美庭院”建
设，掀起了一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

“乡村大扫除”，使许多村的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房屋白墙灰瓦、错落有致；公园曲
径通幽、如诗如画；文化广场秀丽雅
致，桃李巷、俨然巷、韩家巷等特色

胡同，如世外桃源般温馨……这
里，是濮阳县清河头乡桃园村。

从 2017年起，桃园村大
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内主街道进行了整改
提升，建路灯 185 盏，栽

种景观树 2000多株，
建成覆盖全村的下水
管网 6500 米和污水
处理厂1个。

“方圆十里八村
谁不羡慕俺村，村里
原来最脏最乱的水坑
变成了最美的‘桃花
岛’，喷泉好看着哩，

‘净起来’‘亮起来’
‘绿起来’‘美起来’，
俺桃园村做到了！”桃
园村党支部书记肖传
伟自豪地说。③5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本报通讯员 李娟

春节临近，1月 23日，记者走进半年
前曾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卫辉市顿坊店
乡军屯村。但见村道干净整洁，雪后的
村庄增添了几分属于乡村的美。村外的
田野里，绿油油的麦子被雪盖上一层“棉
被”，预示着来年的好收成。

“俺家今年的年货一样也不会比往
年少。”23岁的村民刘玲玲正和父母商议
置办年货的事儿。刘玲玲笑着说：“虽说
遭了大灾，可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村民
的日子都已恢复正常，步入正轨。”

同属顿坊店乡，距离军屯村不远的
新村，村民王双根家的蔬菜大棚里，灾后
复种的香菜喜获丰收，卖了香菜再种上
油麦菜，春节后就能上市。

2021年 7月的洪涝灾害，导致卫辉
市 13 个 乡 镇 43 万 余 人 不 同 程 度 受
灾。在中央、省、市和全国人民的关怀
支持下，卫辉市受灾群众得到及时安
置。新乡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派出
由市直各局委和企事业单位组成的 58
支帮扶工作队，分赴卫辉市受灾严重的
58 个 村 ，结 对 帮 扶 农 民 开 展 灾 后 重
建。工作队除协调帮助村里通水、通
电、通气、通路、清运垃圾、清洁家园、
开展消杀等，还协助各村做好疫情防
控、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危房排查鉴定
等工作，全力帮助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

很快，水通了、电通了，生活物资发
放了。各帮扶单位还纷纷组织志愿者、
冲锋队、党员突击队冲在一线，全力帮助
受灾群众重建家园。随着积水消退，卫
辉市全面启动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同时，公路交通、城乡保洁、农田水利、防
洪除涝设施等一批灾后重建项目有序实
施。

为提升城区防汛排涝能力、改善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2021年 11月，新乡市
还创新模式，解决项目建设资金难题，开
工建设总投资 186.5 亿元、总占地 7000
余亩的卫辉市城区灾后重建项目。该项
目将一举改善提升 3万户 7万名市民的
住房质量，并可提供 4000 余个工作岗
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今年以来，卫辉市又针对田间地
头、县乡村道、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坑塘
河渠等处，开展“清脏、治乱、增绿、点亮、
美化、管护”等六大行动，组织动员各类
保洁主体、党员干部、社团、群众等共同
参与，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确保群众
干干净净迎新年。

入冬以来，卫辉市还及早启动“温暖
过冬”行动，组织乡村干部深入受灾村
组、农户家中，详细调查了解受灾群众生
活困难和需求，做好救助情况汇总，实施
分类救助、重点救助，让困难群众都能温
暖过冬。③8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1 月 24日，三门峡市陕州区西张村
镇人马寨村，隐藏在皑皑白雪中的一个
个天井窑院显得格外古朴雅致。窑院
内，村民们正围坐在火炉旁，烹制十碗
席、蒸馍、拓门神、写春联、剪窗花……

记者踏雪来到“农家味道”地坑院，
只见男人们在院子里用柴火烧旺穿山
灶，一排几个大锅同时蒸煮炖焖。女人
们则在窑洞里发面、揉面，为了蒸出好吃
的手工馒头，她们小心地把揉好的面团
捂盖在被子下面，开启电褥子加温。

“十碗席中有条子肉、酥肉、排骨、扣
碗等，都是陕州当地的特色饮食，加工熟
后，再进行真空包装，快递给预订的客
户。”人马寨村党支部书记王新后介绍，
陕州十碗席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寓意
十全十美，在网上销售以来，供不应求。

在砚山草堂泥陶砚艺术馆，澄泥砚
与古砚传拓技艺传承人王跃泽正在用红
纸拓门神，他的儿子研磨、润笔，挥毫写
下稚拙的“福”字，他的母亲、70岁的陕州
剪纸传承人侯引绸剪出不同形态的老
虎，一家人其乐融融。

“喜迎虎年新春，就多剪了一些不同
图案的老虎，贴窗户，送亲朋。”侯引绸边
说边展示她的剪纸作品。她制作的布老
虎、虎头鞋、老虎枕，色彩鲜艳，憨态可掬。

人马寨村是豫西著名的古村落，历
史文化底蕴丰厚。“村子里 80岁以上的
老人有 100多人，目前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 30 多个，传承的门类各有特
色，陕州澄泥砚、捶草印花技艺、地坑院
已经成为人马寨村乃至三门峡市的民俗
文化符号。”王新后说。

近年来，人马寨村党支部积极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建造了宽敞明亮的党群
服务中心，精心制作党建文化宣传墙，将
独具魅力的非遗文化与党建文化相结
合，创作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的红色艺术
作品。新建的人马寨村果品交易市场，
方便了附近 1500多户群众销售水果，助
群众增收30余万元。整修翻新3座地坑
院，打造“农家味道”农家乐，仅半年就为
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3万余元，为贫困
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5个。

“通过发展果品交易、特色餐饮、乡村
旅游三大产业，让人马寨村的群众切实收
获了产业发展的‘红利’。”王新后说。人马
寨村先后被评为省传统村落、省美丽乡村、
省民俗古村落(特色村)、省级卫生村、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摄影之乡等。产业
一体化发展的人马寨村将迸发新活力，绘
制出更加美丽的乡村振兴时代画卷。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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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郑州市管城区的一处街头广场景观彰
显出浓浓的年味。图为小朋友在广场上开心玩
耍（1月24日摄）。⑨6 刘书亭 摄

图② 陕州布艺虎。⑨6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雪红 摄

图① 1月 20日，省级非遗项目
剪纸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创作虎
年剪纸作品。⑨6 黄政伟 摄

③

①①

编者按 在时间无涯的荒野上，有一个关于春天的节，微红的，在雪的尽头，一个寒夜里微温的词语，一个雪地里暗夜的烟花，一

个让人温暖又惆怅的词。所有的炎黄子孙想到她，心立马软了。那就是春节。

年是有味道的，那甜甜、香香、糯糯的味道，是母亲身体里散发出的味道，是故乡大地里散发出的味道。这种味道从腊月二十三就

变得越来越浓。清代《真州竹枝词引》记载：腌肉鸡鱼鸭，曰，年肴，煮以迎岁……

本报在小年当天推出一个特刊，以祭灶打扫之意，开启迎接新春的历程。各地记者从家庭祭灶写起，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灾后重建等角度，反映一系列民生工程的落地实施，呈现我省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吟唱声中，在枣馍、卤肉、饺子的香味中，牛年就要过去了。祈愿虎年更好，花开更艳。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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