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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俗话说：三六九，往外走。昨日是农历正月初九，全省各地火

车站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图① 在许昌火车站，乘坐临客的旅客排队候车。

牛书培牛原 摄

图② 大批返程旅客在许昌火车站广场前等待进站。

牛书培牛原 摄

图③ 在郑州火车站，外出务工者带着梦想重新启程。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三六九 往外走”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８日电 中国足协纪

律委员会１８日对足坛反赌扫黑工作中出现

的违纪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处罚，其中谢亚龙、

南勇、杨一民等原中国足协高官被处以终身

禁止从事足球活动的处罚。天津泰达、上海

申花因虚假比赛均被罚款１００万元、扣联

赛积分６分，退回比赛奖项；山东鲁能因贿赂

被罚款１００万元。

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工作于2009年下半

年开始，２０１２年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

为及时准确地在足球行业范围内对涉案人员

作出处理，根据中国足协行业管理规定，中国

足协纪委会组成专门调查小组，根据《中国足

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准

则及办法》）的规定，经纪委会全体委员会议

讨论并表决，对涉案单位和个人依据不同行

为性质和后果，作出了扣分、罚款、退回比赛

奖项及五年、终身禁止参加足球运动等行业

处罚。

中国足协纪委会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处罚基于两方面原则，

一是尊重司法机关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二是

综合考量行为发生时的历史环境及中国足球

未来发展的现实。

当日的处罚决定涉及12个俱乐部和58

个个人。个人处罚分为终身禁止从事足球

活动和五年内禁止从事足球活动两个层级，

其中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原中国足协高

官被终身禁止从事足球活动，受到该处罚的

共33人，还包括原中国足协官员张建强、蔚

少辉、李冬生、范广鸣等，原裁判陆俊、周伟

新、黄俊杰、万大雪等，原中超公司总经理吕

锋，原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原球员申

思、祁宏、江津、李明等，以及原青岛海利丰

俱乐部总裁杜允琪、队长杜斌等，他们触犯

了《准则及办法》第63条（贿赂）或第70条

（不正当交易）的条款。被禁止五年内从事

足球运动的有25人，其中16人违反了《准则

及办法》第63条（贿赂），9人违反了第70条

（不正当交易），前者包括原中超公司官员杨

峰、原重庆足协秘书长高健、原重庆力帆俱

乐部总经理陈宏等，后者包括原上海申花俱

乐部总经理楼世芳、原广州松日俱乐部总经

理王学智、原四川冠城俱乐部主教练徐弘

等，这意味着已受聘担任大连阿尔滨主教练

的徐弘将不能履职。

受到处罚的俱乐部共12家，８家违反了

《准则及办法》“不正当交易”条款，其中天津

泰达因在2003年11月甲Ａ联赛对上海国际

的比赛中买球，被罚款100万元、扣６分；上

海申花因在2003年11月甲Ａ联赛对陕西国

力的比赛中操纵比赛而夺冠，被罚款100万

元、扣６分；吉林延边因在2006年６月中甲

第11轮对广药的比赛中故意输球，被罚款

50万元、扣３分；上述三家俱乐部均被要求

退回比赛奖项，这意味着上海申花末代甲Ａ

的冠军头衔被剥夺。4家俱乐部违反了“贿

赂”条款，山东鲁能因此被罚款100万元，长

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河南建业均被罚款50万

元。

中国足协对足球腐败涉案单位、个人进行处罚

河南建业被罚50万元
谢亚龙、南勇等人被终身禁足上海申花末代甲Ａ的冠军头衔被剥夺

本报讯（记者伊胜利 通讯

员李世强）“一人不廉全家不圆。

杞县纪委祝您新年快乐，合家团

圆！”春节期间，杞县1000多名党

员干部接到了县纪委发来的廉政

短信，通过温馨提醒，让广大党员

干部过一个清廉的春节。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

过节。”为增强全县广大党员干

部廉政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

社会环境，杞县纪委、监察局全

力打造“廉政套餐”，增强党员

干部的“免疫力”。通过电视台

播放廉政动漫，为党员干部打

“预防针”；通过开展岗位廉政

风险点排查，为党员干部套上

“安全阀”；通过发布廉政信息，

为党员干部筑起“警戒线”；通

过签订《党员干部廉政建设责

任书》和“家庭廉政承诺”，从源

头上为党员干部构筑廉政“防

火墙”。

杞县：
“廉政套餐”促干部过“廉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书贤）2

月16日，记者从郏县龙山街道功铭路居民叶

献杰家获悉，其8岁的女儿叶子萌将于2月21

日和我省另外13名戏曲新秀一起赴台湾演

出。

3岁精灵开唱豫剧大戏

说起女儿学戏，爸爸叶献杰告诉记者，子

萌从小就爱唱歌跳舞，幼儿园只要有演出，她

都参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妻子突然听

见家里有小孩子唱戏的声音，仔细一听，竟是

3岁的女儿在绘声绘色地唱着《辕门外三声

炮》。女儿啥时候学会唱戏了？这让妈妈郭

爱玲欣喜不已，于是决定送女儿去学戏。经

人介绍，叶子萌拜著名戏曲演员杨淑霞为

师。每逢周末，叶子萌就和妈妈一起到平顶

山学唱戏。经老师指导，叶子萌的演唱水平

得到了很大提高。

拜师学艺唱响梨园春

2010年秋，叶子萌又拜豫剧表演大师赵

吟秋为师。由于叶子萌聪明好学，很快就学

会了不少戏曲唱段，水平也日益提高。为了

女儿的发展，叶献杰夫妇干脆在郑州买了房

子，把女儿转到郑州上学。在刻苦学习的同

时，叶子萌不断参加演出来提升自己。2011

年9月，叶子萌参加了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戏

曲擂台赛选拔赛，并从100多名选手中脱颖

而出。在当年11月27日晚进行的《梨园春》

戏曲擂台赛上，叶子萌演唱了戏曲唱段《想当

初孙飞虎围困寺院》，艺惊四座，以6000多分

的总成绩摘得桂冠。

8岁新秀将赴台湾演出

2012年11月，由河南电视台九套新农村

频道《明星有戏》栏目组举行的“新年豫剧唱响

台湾”选拔赛拉开了帷幕。已经在戏曲道路上

走过5个春秋的叶子萌信心百倍地报名参赛。

初赛中，叶子萌演唱的豫剧选段《想当初孙飞

虎围困寺院》以甜润优美的唱腔博得了虎美

玲、汤玉英、白军选、陈红旭等评委的全票支

持。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叶子萌演唱的豫剧

选段《必正与妙常》以扮相得体、唱腔优美艺惊

四座，顺利晋级总决赛。在今年1月29日举行

的总决赛中，叶子萌从24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成为赴台湾演出的一名戏曲新秀。这几天，正

在家中做准备的叶子萌显得很兴奋，她说：“我

要以百倍的信心和努力唱响台湾！”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苏迅）嘹亮的歌声、欢快的舞

步、幸福的笑声……蛇年春节，

滑县农村到处洋溢着喜庆与祥

和，人们以不同形式欢庆新年的

到来。

正月初五上午，高平镇文化

广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该

镇第四届农民兄弟篮球邀请赛

开幕式热热闹闹地举行，来自周

边乡镇村庄的10支代表队将进

行为期三天的角逐。赛场上，这

些平日里干惯了农活的农民兄

弟，个个使出看家绝技，运球、传

球、投篮，样样得心应手，充分展

现了农民兄弟昂扬的精神风貌。

近几年，随着国家一系列惠

农政策的出台，日渐富足的滑县

农民也更加追求精神生活，人们

自发组织了各种文艺团体，春节

前夕，许多团体提前准备，早早

就排练好了节目。“姐妹们在一

块热热闹闹，说说笑笑，既烘托

了节日气氛，又锻炼了身体，比

打麻将强多了。”道口镇西街村

村民刘华英高兴地说。

春节期间，滑县许多村民自

发走上街头，他们舞狮子、练武

术、踩高跷、扭秧歌……庆祝蛇

年春节。

郏县8岁戏曲新秀
叶子萌将赴台演出“我要唱响台湾”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

员田秀红冯二帅）“我们两口子

长年在外务工，和家人团聚的

时间不多，今天镇上的计生干

部请专业摄影师给我们照了

‘全家福’，想家的时候就可以

看看照片，这是送给我们最温

暖的礼物！”2月17日，从苏州

打工回乡过年的朱阁镇边楼村

村民边鹏飞、黄丽娜夫妇高兴

地说。

为了让广大务工返乡的计

生家庭过个温馨的春节，朱阁镇

计生办、计生协会共同组织了

“全家福进农家”主题活动，20多

位摄影师深入计生家庭，共计拍

摄“全家福”500余张，并将照片

统一制成挂历，为他们送上新春

祝福。质朴的笑脸、团聚的温馨

被永久定格。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程瑞启）

在2月18日召开的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

县政府拿出132万元资金，对工业和招商

引资先进单位、招商引资功臣、纳税大户和

工业发展进步企业进行重奖。招商功臣范

永坤和毕书文分别获得20万元和10万元

的奖励。

去年，范县以产业集聚区建设为平

台，突出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积极开展

了大招商活动，全县新上亿元以上工业项

目20个，合同引进资金210亿元，成功引

进一批大项目落户范县；同时，出台了现

有企业扩建、技改与招商引资企业享受同

等待遇政策，有效调动了企业发展壮大的

积极性。

禹州市朱阁镇：
计生家庭喜拍“全家福”

滑县：农民载歌载舞过大年

范县
132万奖励“排头兵”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昌奇）

2月17日，记者从安阳县三级干部大会上

了解到，该县拿出 202 万元表彰奖励

2012年度目标考核先进乡镇、升位最高

乡镇,实缴县本级税收在1000万元以上

的企业和在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企

业，年度考核总积分前20名的县直单位

以及突出贡献奖获奖单位，共涉及33个

单位、16家企业。

2012年，安阳县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

持了好的趋势，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全县生产总值完成346亿元，同比增长8%；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8.8亿元，增长

25%；农民人均纯收入 9848.7 元，增长

12.3%。7个乡镇进入全省百强乡镇行列。

安阳县
202万重奖先进单位

春节过得舒心，社区亲情荡漾，很多人

都觉得这和胡亚勤的全心付出是分不开

的。

胡亚勤是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办事处江

南小镇社区的一名三级网格长，她用亲情化

的服务为社区绘出了和谐“网格”，社区的很

多老人都像李大爷一样夸她，“亚勤就像亲闺

女一样。”

作为一名三级网格长，胡亚勤认识到：社

区留守老人、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最

需要亲情服务，为此，她组织社区党员成立了

义工服务队，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开通了服务

热线，还开建了“网络江南QQ群”和社区微

博，并召开民情座谈会，广泛收集服务信息，

及时协调解决难题。家住江南小镇A147号

楼的永康老人，偏瘫在床，老伴年过古稀，每

月去银行缴电费、水费、电话费、燃气费等成

了老两口的“心病”。了解情况后，胡亚勤每

月都会按时替老人缴各种费用。老人高兴地

说：“网格化真是服务到家了。”

胡亚勤说，社区居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工

作。工作中，她和许多居民都成了信得过的

好朋友，居民家里不管有什么事请她帮忙，

她都有求必应。4号楼的王阿姨身体不好，

眼看春节来临，家里的窗帘早该换洗了，可

孩子们都在外地上班，一时找不到人帮忙拆

洗。王阿姨就试着给胡亚勤打电话，胡亚勤

当时就答应中午下班帮她换洗。下班后，小

胡带上两个同事帮王阿姨把窗帘取下，仔仔

细细地洗好，晾干之后还不忘记去装上，王

阿姨连声感谢。胡亚勤说：“您就当我和您

的孩子一样，如果有需要，打个电话我就会

过来。”

胡亚勤每日都会排查、解决社区居民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一次，胡亚勤在

走访中了解到，小区附近没有自行车、电动车

充气充电点，就及时把情况反映给一级网格，

很快小区物业值班室就设立了装有充气泵的

“爱心服务站”。居民王女士高兴地说：“咱们

社区的这个爱心服务站真好，方便了老百姓

的生活。”

目前，胡亚勤在三级网格长的岗位上已

经为82位60岁以上的老人办理了“乘车卡”，

为37名居民办了医疗保险，帮助18名无业人

员实现了再就业……难怪，老人们都叫她“亲

闺女”。

用温情“编织”和谐社区郑州江南小镇社区
三级网格长胡亚勤

□本报记者冯刘克见习记者孙钊

“工资不比在外地少，在家上班挺好的！”2月18日，内乡县一批外

出返乡的农民在家门口找到了新工作。春节前后，该县已有 3000多

名返乡农民在县产业集聚区找到了中意的岗位。 张中立樊迪 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

周爱春）2月18日，记者从省气

象局获悉，2013年我省人影工

作要由季节性作业向常年作业

转变，由应急抗旱型作业向防旱

型、蓄水型、生态型作业转变，将

主要围绕农业生产需求开展。

按照计划，我省将在农作物

生长的关键季节，积极开展以防

旱、抗旱为重点的空中飞机和地

面高炮、火箭、高山焰炉联合立

体人工增雨（雪）作业，保障粮食

生产安全；针对烟叶和林果等生

产需求开展高炮、火箭人工防雹

作业，减少雹灾损失；针对库容

不足的现状，在水库集水区积极

开展作业增加水库蓄水量，缓解

水资源紧缺；在太行山区、伏牛

山区重点做好空中飞机和地面

高炮、火箭、高山焰炉人工增雨

（雪）作业，降低林区火险等级、

保护林区生态环境。

为切实提高作业能力和作

业效益，今年我省将租用飞机，

在春季、秋季及冬季开展全省范

围的飞机人工增雨（雪）作业；同

时还将协调周边省份，积极开展

区域联合作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孙书贤贾志琼）以往春节都在

家里喝酒、串门，今年春节，众多

的农民举家外出，使郏县各风景

区异常火爆。

据郏县旅游部门负责人介

绍，春节期间，该县推出佛教圣

地紫云山、国家4A级景区三苏

园等精品旅游景点，从初一开

始，众多车辆就穿梭在各个景

区，大都是举家外出旅游。

2月11日上午，记者在佛教

圣地紫云山遇到了举家前来旅

游的郏县长桥镇东长桥村村民

秦江海。秦江海告诉记者，大年

初一他就驾车带着全家人外出

旅游了。今年春节不但游遍郏

县的景区，还要到外边的景区逛

几天。“过去都是在家里打打牌、

串串门、喝喝酒，也没有啥新意，

今年举家旅游格外新鲜，既饱览

了美好景色，还锻炼了身体，也

让孩子们增长了见识。”秦江海

高兴地说。

内乡县：在家门口找到新岗位

今年我省人影作业
主要围绕农业开展

郏县:农民外出旅游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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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