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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2月25日正月十六，是浚县古庙会最

热闹的一天,浚县庙会的四大特点是年味

浓、会期长、社火表演精彩、民间工艺品繁

多。高跷、狮子、舞龙、旱船轮番上场；面

人、泥咕咕、陶艺、根雕、柳编令人目不暇

接。浚县古庙会源于东晋坯山大佛开凿之

后，从农历正月初一至二月初一，历时一个

月，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原生

态文化的缩影，被称为“中原民俗文化的活

化石”，德国民俗学者称其为“中国民众的

狂欢节”。

本报记者 李林山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董豪杰

通讯员 胡倩）结婚19天遭遇飞

来横祸，丈夫前妻带人深夜强行

将疑似硫酸的液体注入新娘腹

部。如今，商丘市夏邑县张二莉

的肠子被切除，躺在病床上不能

吃喝，每天靠药物和营养针维持

生命，肝肾功能出现衰竭症状，

急需手术治疗，医疗费却没着

落。

去年12月16日23时许，郭

解放前妻郭芳（化名）等人闯入

其家中强行向其妻子张二莉腹

部注射了不明液体，同时拿针管

向7个月大的女儿身上乱喷乱

扎。

张二莉随即被家人送到夏

邑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由于肠

子腐烂严重，17日，张二莉在商

丘市人民医院做了肠切除手术。

目前，郭芳等主要犯罪嫌疑

人已被逮捕归案。据郭解放说，

张二莉被注射的可能是硫酸，而

事发前，张二莉与郭芳素不相

识。

2月25日下午，记者电话联

系到张二莉，她哭着告诉记者，

由于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

她现在只能在夏邑县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住院以来，不能吃

饭，身上每天要插很多管子，说

话、呼吸都很疼，只能靠药物和

营养液维持。

夏邑县热敏医院普外科医

生尹红生告诉记者，目前，张二

莉肝脏、肾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损伤，有衰竭迹象，如不及时做

肠移植手术，随时可能会有生命

危险。

为给张二莉治疗，家里先后

花去了17万元，而据医生说，肠

移植手术花费则需要几十万元。

郭解放告诉记者，家里本身就不

富裕，无力承担如此高的手术费，

如今只能在医院维持生命。

张二莉对记者说：“县公安

局警官、百度夏邑贴吧网友和高

中生等很多人都给我捐款了，看

到大家这样帮助我，为我努力，

想到我的孩子，我会坚强的，感

谢帮助我的好心人。”

在此，也呼吁社会上的爱心

人士，能够帮助张二莉一家人。

张二莉电话：18736745916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付永飞）“真没想到，政府和企

业把工作岗位送到了我们家门

口。”2月23日上午，一场由安

阳市总工会、安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联合组办的2013

年“送岗位、送技能、送关爱”农

村劳动力就业洽谈会在安阳县

七一广场举行，3000余名农民

兄弟在家门口挑选起了适合自

己的工作。

当日，安阳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带来的1850个就业岗

位送到了农民工家门口，使他们

“足不出户”就能找到称心如意的

工作。招聘会上，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共发放就业信息介绍

表2500份，有800余名返乡农民

工前来咨询报名，共有156人当

场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书。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书贤贾

志琼）“变花，变花，能变18种的花，一元钱一

个！”2月25日上午，在郏县体育场，一名出售

小纸花老人的吆喝声吸引住了不少人。据了

解，老人出售的纸花名叫变花，是我国的一项

传统民间艺术。这位78岁的民间艺人名叫

赵银贵，家住郏县渣园乡查庄村。他的摊点

前围着众多的孩子，赵银贵老人饶有兴趣地

向孩子们传授着变花的玩法。只见小小的变

花在老人手中舞动，老虎张大嘴、鲜花盛开、

坦克车等18个花样在老人手中像魔术般地

变出，让在场的观众惊叹不已。

据赵银贵老人介绍，变花是他在娃儿时

代玩过的一种小玩意，又叫纸翻花，变花能翻

出18种花样。变花采用拉力好、吸水性强的

专用纸为主要原料，经过粘贴、凿切、罩染等

20多道（手工）工序生产加工制作而成。他的

变花制作技术是在三十年前跟随自家叔叔学

会的，每年的春节期间他都会制作大量的变

花来到市场上出售，很受孩子们的青睐。

“今年春节销售量很好，每天都能卖出

100多个。”赵银贵老人乐呵呵地说。

本报讯（记者田明）2月25

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2013中

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将于3月

31日举行。赛事组委会按照自

愿报名、择优录取、定岗服务的

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导引、

秩序维护、接待、检录、医疗救

护、翻译、新闻通讯等类别志愿

者3000余名。

据悉，志愿者需具备以下条

件：自愿参加郑开国际马拉松赛

志愿服务；1995 年 3 月 31 日

（含）前出生；身体健康，具备一

定的外语交流能力；能够参加郑

开国际马拉松赛前期的培训及

相关活动；具备志愿服务岗位必

需的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志愿

服务经历的申请人优先。报名

或详细咨询请登陆中国郑开国

际马拉松赛官方网站（www.

zkmarathon.com），报名时间

为2013年2月25日～3月3日。

赛事期间，组委会将为志

愿者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工作证、工作制服、餐饮等保

障。志愿服务结束后，组委会

将根据志愿者考勤情况和工作

实际，评选优秀志愿者个人和

集体，颁发郑开国际马拉松赛

志愿服务证书。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以前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伙要么在家看电视，要么聚

在一起打麻将，现在可好了，村民自发组建了秧

歌队，让大伙在过节期间有了自己的娱乐活动，

不仅增添了节日喜庆气氛，还减少了一些家庭矛

盾和邻里纠纷。”2月25日，濮阳县五星乡水牛寨

村党支部书记李顺合看着村文化大院内大家秧

歌扭的正欢的人群绘声绘色地说道。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农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都迫切需要健康向上的

文化生活。元宵节前夕，水牛寨村自发组建了秧

歌队，并由村民自发捐资购买了乐器和服装，该

村文化大院的墙上还贴着捐资人名单。现在，该

村的秧歌队有三十多人，敲打乐器的有四十余

人，连日来，天天在村文化大院内排练演出，和全

村老少一起欢欢乐乐庆新春、过元宵。

虽是寒冬时节，但辉县市占

城镇南樊村村民郭世鹏的花卉

大棚内，却是生机勃勃、春意盎

然。“去年下半年我就收回成本

近20万元，今年估计能赚七八

十万元。”2月25日，正在花卉大

棚内忙碌的郭世鹏一脸喜悦地

说，“种花卉可算是找到好门路

了，致富快，有奔头。”

“去年8月份，我们建好了

第一座温室花棚。到今年1月，

我们成功培育出第一批鲜花，很

快就被抢购一空。”郭世鹏兴奋

地说，“这不，春节期间花卉市场

十分走俏，我们整天忙个不停！”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郭世鹏夫妇说，他们的

新年愿望是，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把花卉产业做大做强，着力

打造花卉生产基地，为当地群众

开辟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商丘女子深夜被强注毒液
受害人生命垂危手术费没着落

郑开国际马拉松赛
招募3000名志愿者

浚县古庙会 农民狂欢节

郏县老艺人

一朵纸花十八变

大棚开出“致富花”
□本报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邢丽凤李柯杞

安阳县

农民兄弟家门口挑工作
濮阳县水牛寨村

村民不打麻将扭秧歌

农历正月十六上午，内乡县梨苑山庄民间表演现场，一辆机动三轮车车身布满了各

型各色的民间乐器，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身怀绝技，手、脚、口、鼻并用，一人能同时演

奏四十余种乐器。

据老人讲，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坚持练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常年有恒，坚持不

懈，终成正果。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一人能同时演奏的乐器数量，从开始的几种、十几

种，到如今的四十余种。 李红亚摄

2月19日,阴冷的北风中春意料峭，乍

暖还寒。置身清丰县大屯乡贾枣格村解敬

龙家中的记者一行却春意融融，没有感到

丝毫寒意。更令记者疑惑不解的是，解敬

龙的屋内却觅不到煤炉、电暖气、空调等取

暖设备，房外也看不见成堆的煤球、炭块等

取暖材料。

一身春季打扮的解敬龙跺了跺地板揭开

了谜底：“是用菌棒烧地暖的效果。”记者俯身

摸了摸地板，果然热得发烫。在屋外墙角下，

解敬龙掀开一块砖，露出一个凹槽，里面的菌

棒烧得热气腾腾。菌棒不见火，只生烟。烟雾

顺着通道跑入房屋地下，散发了热量，然后从

烟囱冒出。

记者一行又来到高堡乡魏家村魏士铭

家中，刚一掀开门帘，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干净、暖和、省钱。”一见面，魏士铭就向记

者推销菌棒。魏士铭种有3个棚的白灵

菇，能用10万个菌棒，仅菌棒每年就能卖1

万元。

“这万把元钱是剩余价值”魏士铭掰起

手指算着账：“白灵菇均价5.5元一斤，食用

菌一年能挣近40万。”包鼓起来的魏士铭

买了小轿车，引得村民们纷纷向他“取经”，

踏上了种植白灵菇的致富路。

如今，魏士铭的这种循环经济生活模

式还起了辐射效应：这个冬天，魏家村几乎

家家烧菌棒，户户暖如春。

家家烧菌棒 户户暖如春清丰
魏家村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冰勇

人勤春来早。春节刚过，气温逐渐回

升，小麦即将返青。近日，本报记者在漯河

市郾城区走访时看到，农田里，农民已经忙

碌起来，企业里，工人在生产线上有条不紊

地作业，郾城大地上的人们正在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为蛇年开了个好头。

麦田管理正当时

正月初八，郾城区新店镇尧河庙村一派

繁忙景象，宽阔平整的土地上，几位农民正

在热火朝天地为春耕备耕。

据了解，郾城区现有小麦播种面积39

万亩，由于大部分麦田实现了适期播种，麦

播技术落实较好，冬季麦田管理到位，因此

今年小麦长势总体良好，全区一、二类苗比

例占总麦播面积的90%，是近几年来最好

的一年。

为抓好春季麦田管理，力争今年夏粮生

产再夺丰收，该区大力开展麦田苗情、墒情、

病虫情的调查工作，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

形式，大力宣传春季麦田管理技术，通过技

术讲座、下派专家组深入田间地头等形式，

把麦田管理关键技术送到农民手中，努力提

高春季麦田管理的科技含量。

重点项目早开工

正月初六一早，李援红就来到莲花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的输液器车间，开始了自己车

间主任工作的一天。车间里忙碌而有序，员

工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着，公司各条生产

线均已全部开工，节后生产的红火景象预示

着新的一年更好的发展。

据统计，全区大部分重点企业已于正月

初六开始生产，开工率达87%以上，正月十

六之前全区重点工业企业将全部开始生产。

草莓大棚助致富

正月十四，在新店镇种植户王振西的大

棚里，张女士正带着女儿一边摘草莓一边拍

照留念。王振西介绍说，一开始他只有三个

大棚，去年扩大到五个大棚，今年又增加了

一个大棚，如今种植大棚草莓已经成了他们

家年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郾城区仅新店镇草莓种植面积

便已达2000多亩，大棚500多座，其中，温

室草莓种植面积占草莓种植总面积的40%

以上。现在新店镇草莓亩均收入1.5万元左

右，全镇不少村民靠种植草莓走上了致富

路。

郾城春来早 节后生产忙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于留洋张帆

跑旱船

内乡老艺人手脚口鼻同奏乐

民间老艺人 绝活惊众人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宋文辉）2月22

日傍晚,滑县高平镇高平集街上人声鼎沸,十里

八村的人们从周围涌来争赶该镇新年第一场“文

化盛会”——由该镇村民自发组织演出的农民歌

友会。一曲《高平人》拉开了该镇以“欢歌高平”

为主题的第七届歌友会帷幕。

参加比赛的不仅有来自滑县22个乡（镇）和

新区百余名选手，还有周边长垣县、浚县、内黄的

30名农民选手。“他们用嘹亮的歌声，唱响了一

曲曲和谐、富裕、美丽的篇章，展现了新时代农民

的良好精神风貌。”第七届歌友会会长胡红涛介

绍。

滑县高平镇

农民歌友会“以歌会友”

2月24日，洛宁县小界乡梅窑村农民在为松土后的麦田镇压，

防止土壤里的水分流失。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洛宁农民春耕忙

旱地骑驴

背搁

踩高跷的孩子们踩高跷的孩子们

“艺术纸花”在清朝以前人们称之为“翻

花”或“翻天印”，后来分别称之为“变花”“十

八变”“十八翻”（文革时期被打成“黑花”），改

革开放初期（1978 年）正式称之为“艺术纸

花”。所说翻花或说魔术花，是因为她花里有

花，花中变花，花姿优美，栩栩如生。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