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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给全村发年货

村村办“春晚”欢乐过大年
没有明星大腕，只有熟悉面孔；没有

专业功底，却有欢声笑语。2月10日晚，

中牟县郑庵镇福山社区举办第二届春节

文艺晚会。《开门红》作为开场舞，一下把

观众带入喜庆的氛围。接着，小品、歌

曲、爵士舞、民族舞、武术、戏曲等节目轮

番登场，台下观众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从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

郑庵镇前路俭村、狼城岗镇北堤村、官渡

镇大马寨村、韩寺镇大李庄村等陆续举

办了自己的春晚，晚会的大部分节目都

是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内容源于身边，

贴近生活实际。通过举办村庄春晚，群

众的关系拉近了，年味浓了，精神文化生

活丰富了。

在中牟县多个村庄的春晚上，现场

颁奖成为一个重要环节。晚会进行中，

为全村评出的好婆婆、好媳妇、好夫妻、

好妯娌、优秀环卫工、文明户、优秀党员

等现场颁奖。前路俭村文化管理员周芳

芳说：“在村里的春晚上领奖，让人感觉

非常光荣。”

“村民春晚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农

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益迫

切，另一方面也说明村民春晚作为平台

正积极地构建着当代农民的文化家园。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已经成为凝聚村

民感情、促进农村文明、推动和谐文化建

设的载体。邻里乡亲自编自演节目，归

属感、认同感得到巩固，也让彼此间的关

系更加和谐。”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

长王成立说。

村民春晚的出现是有其土壤的。近

年来，中牟县把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作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落脚点，

立足基层、面向群众，丰富公共文化产

品，扩大供给领域，打造特色品牌，全面

增进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真正做到文化

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

该县把文艺汇演阵地搬到农村基

层，将文艺精品送到农民家门口，在全

县新建成农村社区开展“文化惠民 欢

乐万家”文艺汇演进社区活动，惠及社

区群众28万余人。2017年以来，该县

大力实施“双优”“双带”文化惠民工程，

每年投入800万专项资金，运用“文化

服务政府购”“文化产品超市选”“文化

活动全覆盖”“文化团队本地化”等多种

形式，扶持壮大优秀文艺演出团队、发

现培养优秀文艺骨干和非遗传承人、挖

掘传承优秀文化精品和非遗传承项目，

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乡风民风

日趋改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文明素

养全面提升。

2月12日，宁陵县乔楼乡八里曹村

村民一大早就自发忙碌起来，摆放桌

凳、打扫卫生、准备食材，一场别开生面

的“百家宴”即将拉开序幕，全村360户

1400多名村民欢聚一堂，喜迎新春佳

节。

上午10时许，歌舞、快板、小品、武

术等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台，台

下大家边欣赏节目边话家常，现场欢声

笑语，热闹非凡。现场还公布了八里曹

村2017年度村贤、孝贤、好儿媳、好婆

婆等获奖名单。

中午时分，伴着响亮的吆喝声，第

一锅饺子端向老人席，以“不忘初心感

党恩 邻里和谐百家宴”为主题的八里曹

村“百家宴”正式开席。

“娘，您先吃！”被评为“好儿媳”的

邵维丽把刚上桌的饺子送到婆婆嘴边，

旁边的两个儿媳妇也不约而同夹起饺

子喂婆婆，幸福团圆的味道迅速向四周

蔓延。

“这是俺村第一次吃团圆饭，感谢

国家的好政策让俺脱了贫，生活一天比

一天有盼头了。”吃着香喷喷的饺子，村

民吴新安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2017年，八里曹村脱贫攻坚成果

丰硕：六改一增、光伏分红、到户增收、

危房改造等扶贫项目陆续落地实施；村

头新建的扶贫车间带动40多户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增收；扶持养猪产业，全村

生猪存栏量700多头。

看节目、谈收获、话发展，一盘盘热

气腾腾的饺子，一句句充满关切的话

语，让这场“百家宴”充满幸福与感动，

激发出全村脱贫致富的动力。

“学习贯彻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

走”“祖国山河风光处处好，中华人民生

活节节高”……2月8日，在宜阳县赵保

镇红赵保文化广场上，该县组织书法家

现场为群众义写春联，一副副紧扣时代

主题的春联跃然纸上。

“书法家写的春联就是漂亮，买都

买不来！”铁佛寺村村民田功民双手举

着刚刚获赠的春联高兴地说。

“为弘扬民俗文化，打造‘书香宜

阳’，今年，县里结合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把新春祝福和党的好政策、社

会新风尚融入春联内容，让全县70万群

众家家户户贴上‘新’春联。”宜阳县委

书记安颖芳说。

据了解，自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

开始，宜阳县组织的“讴歌新时代，宣传

十九大”送春联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正

式启动。该县文联邀请洛阳市书画家

协会、志愿者社区书画院的书法家到县

城各社区和各乡镇现场写春联、送祝

福；县书法家协会召集书协会员、书法

爱好者十人一组，每天分十余组奔赴全

县16个乡镇，在乡镇主街道上、集市上

现场写春联；各乡镇则召集教师及县书

协分会会员、民间文艺团体成员近千

人，分赴各村，在群众家门口设置义写

春联服务点，传递新年祝福。

多年来，宜阳县始终重视文化建

设，义写春联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35

年，每年义务为群众书写春联数万副，

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今年，宜阳县

委宣传部还专门组织书法家编写了内

容为党的十九大精神和脱贫攻坚政策

的春联，并印制10万副，目前已陆续送

到群众家中。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宋会杰 张珂/文 田义伟/图

“快走吧，今天合作社分年货！”2月

7日一大早，禹州市磨街乡刘门村村民

互相打着招呼，向村小学校拥去。村党

支部前一天就通知了，当天合作社要分

年货。

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喇叭里欢

快的音乐更增添了过年的喜庆。当天要

发的年货——村“柿柿如意”农牧发展有

限公司生产的精品柿饼一筐一筐地垛在

会场正前方，紧挨着的是发给合作社劳

动模范的奖品——36袋化肥和 25台

“田状元”牌新型电动喷雾器。

刘门村是磨街乡一个贫困山村，全

村1500多口人，有贫困群众88户350

人。近年来，村党支部书记韩战领经过

多方考察、多次尝试，终于找到了适合村

里发展的路子：统一流转全村3600亩土

地，成立合作社种植柿树，通过发展合作

社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全村成立柿树种植合作社5

个，村民通过“公司+农户和贫困户”，以

土地、柿树入股等方式加入合作社，并通

过土地流转、公司就业、股份分红等方式

每年获得固定收入。2017年，全村柿子

产量超过60万斤，集体收入100多万

元，全村所有农户都通过合作社分到了

红利，88户350名贫困群众依靠农牧公

司和合作社全部脱贫。

现场，村党支部对全村评出的3名

优秀党员和33名合作社先进个人进行

了表彰。“看看人家张文正、张红恩父子

俩，父亲是优秀党员，儿子是先进个人，

多光荣啊。”看到先进模范受表彰，台下

的村民纷纷称赞。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红

手握毛笔，弯腰伏案，屏气凝神，

一撇一捺仔细认真，一个“家”字跃然

纸上……2月9日，来自北京语言大学

的巴基斯坦留学生诺玛，在漯河市源

汇区干河陈村的民俗展览馆内，用毛

笔书写汉字赢得掌声阵阵。

当天，美国、俄罗斯、巴基斯坦、

西班牙等国家的45名留学生走进干

河陈村，与村民一起结对过大年，体验

中国新农村的春节氛围，感受中原独

特的民俗风情。在展览馆内，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漯河市书协副主席张

金业现场指导留学生们书写汉字，讲

解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

没多大工夫，诺玛双手举起春联

纸，展示自己的作品“家，诺玛，巴基斯

坦”。在一旁，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马

斯曼在一张大红春联门心上书写“巴

铁，福”三个字。

“我的名字叫丹尼斯，中国有的

城市商场也叫丹尼斯，你们漯河有

吗？”记者与巴基斯坦留学生丹尼斯交

谈中，充分感受到了这位留学生不一

般的汉语口语水平，就连记者地道的

河南腔，他都能听懂。

当记者告诉丹尼斯，漯河市区就

有三个丹尼斯商场，并且他所在的干

河陈村刚开业一家比丹尼斯还要大

的商场时，丹尼斯和同伴们惊叹不

已。丹尼斯说，从北京来到干河陈

村，以为这里是一个大城市，没想到

只是一个村。得知干河陈村在党委

书记林东风的带领下，2017年村民

人均收入达3万元以上时，丹尼斯惊

叹地说：“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发

达的村庄。”

“45名留学生分到了15户村民

家中过年，老少爷们儿早就盼望自己

的外国家人到来。”林东风说，村民和

外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国传统佳节，

能够让他们充分体验中国的民俗文

化，感受到新时代中原小康村庄的发

展魅力、发展巨变和村民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郭海方 仵树大
通讯员 殷明娥

根据省政府春节放假的通知精

神，本报2月15、16、19、20、21日停

报，2月22日（正月初七）起恢复正常

出版。祝读者朋友新春愉快，万事如

意！本报编辑部

□本报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周鹏辉

敬告读者

村里来了洋亲戚

春联送万家 歌颂新时代“百家宴”里
幸福多
□本报记者李燕 通讯员高会鹏

“今年艾草种植面积准备扩大到

2000亩，建立30亩的艾绒加工厂，生

产艾绒、精油等产品。南阳艾制品品

质好，占全国销量的六七成，预计忙

的时候用工四五十人，都从当地找。”

2月12日，正在邓州市孟楼镇办理审

批手续的土地流转大户朱永耀说。

在孟楼镇耿营村，经营大户周花

文也向记者谈起了自己的新年规

划。刚开始，周花文和村里人一起承

包了2080亩地，去年10月又承包了

4320亩地。“今年要吸取教训，尽可能

多买一些农业保险。”去年秋季遭遇

灾害，1800亩水稻因入了农业保险，

周花文得到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赔偿，

而玉米、花生因为没有入农业保险，

损失相对较大。

今年，周花文准备在1200亩稻田

里进行稻虾混养，已经初步和湖北荆

门的企业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他还

准备种植200亩玉米进行青贮，种植

300亩牧草，为养殖的六七十头牛提供

饲料。“现在的政策这么好，就应该大

干一场！”周花文信心十足地说。

□本报记者 曹相飞 通讯员 王中献

赶年集、办年货、挂灯笼……2月

12日，沈丘县周营镇谢营村村民谢文

虎一家格外高兴：“俺家2017年获得

了‘脱贫光荣证’，实现了脱贫摘帽，

又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欢欢喜喜准备迎接脱贫后

的第一个春节。”

谢文虎一家的新居是钢筋混凝

土结构平房，面积130多平方米，四室

一厅，厨房、卫生间等生活设施一应

俱全。当天上午，驻村第一书记王新

伟还送来了米、面、油等过节慰问物

品。在外务工的小儿子也回来了，丰

盛的菜肴摆满餐桌，谢文虎一家围在

一起高高兴兴吃着团圆饭。

搬新居前，谢文虎一家一直住在

破旧低矮的砖瓦房里，建新房是一家

人最大的心愿，然而由于因病致贫，

多年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三年前，

谢文虎因患脑瘤动手术，先后花去医

疗费2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花费都是

四处筹措的，20多万元的借款对于靠

种几亩薄田养家糊口的谢文虎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年近六十岁的谢文

虎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为了赚钱养家，早一天还清借

款，外出打工的小儿子连着三个春节

都没有回来过年。”谢文虎说。

2017年，一家人看似难以实现的

愿望最终变成了现实。在精准扶贫工

作中，居住在破旧低矮、墙壁裂缝的砖

瓦房中的谢文虎成为周营镇脱贫攻坚

危房改造工作重点帮扶对象。紧接

着，村里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很

快为他家争取到了危房改造资金，加

上亲朋好友的热心帮助，谢文虎一家

终于在春节前搬进了新居。

“摘掉了贫困户帽子，住进了新

房子。这不，小儿子也轻轻松松回家

过年了。俺如今是村里的卫生保洁

员，每天早上驾着微型垃圾收集车清

运垃圾，活也不累，工资有保障，为家

里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打算明

年给小儿子张罗着娶个媳妇儿，也就

十全十美了！”说起未来的打算，谢文

虎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凌

欢天喜地搬新房

种植大户的新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