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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灯结彩迎新年

农村版

责任编辑∶盛俊红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段俊韶

市委书记访贫到农家

舞钢市

“村晚”
除夕下午央视直播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梁浩
杰 韩露）近日，走在新野县的大街小巷、
广场公园，仿佛置身于灯笼的海洋，红红
的灯笼映照着一个个幸福的脸庞，更映
衬着美好日子的红红火火。
新野县今年在白河滩湿地公园、春
风绿地广场、文化广场、汉城广场等处设
置灯笼长廊、灯笼墙、灯笼造型 20 余处，
在汉城路、书院路、解放路等主要街道悬
挂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主题灯笼，共悬
挂各类灯笼 3 万余盏。同时，在玫瑰湾
举办大型灯盏活动和民俗活动，在全县
范围营造浓厚的暖暖新年氛围，引导百
姓过一个文明、欢乐、健康、祥和的节日。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宇
王晓磊）锣鼓震云霄，秧歌扭翻天……2
月 13 日，舞钢市尹集镇张庄社区文化广
场上载歌载舞，热闹非凡，该市民众翘首
以盼的狗年“村晚”正在紧张排练。
这是在为 2 月 15 日（除夕）下午央
视四套《传奇中国节·春节》栏目现场直
播而进行的排练。
《传奇中国节·春节》是央视四套推

出的春节直播特别节目以传统节日为载
体，向全球推介中华文化。每年除夕下
午 1 点至晚上 8 点面向全球华人播出，
以期打造“全球华人齐盼除夕”盛宴的浓
厚氛围。
今年，该栏目组选中舞钢市作为分
会场之一，给予时长十多分钟的现场直
播，时间安排在下午 3 点至 4 点之间。
为备战这场直播节目，舞钢市动员

各乡镇（街道）积极选送特色节目。经过
精心准备，现已从 30 多个民俗节目中选
出一组能体现舞钢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
加紧排练。
直 播 当 天 ，还 有 当 地 书 画 界 知 名
人士现场献艺，同贺新春。场外，还有
来 自 民 间 的 11 辆 小 吃 车 ，展 示 罐 饺
子、沫糊、热豆腐、胡辣汤等舞钢特色
小吃。

大龄孤残儿童
将来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多了

连续30多年发年货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张晓
艳）从 2 月 7 日开始，巩义市竹林镇举行
了为期 4 天的春节物资供应活动。该镇
近两万居民凭镇政府发放的领取卡免费
领取年货。
1983 年以来，竹林人坚持走集体致
富道路，这个曾经的穷山村快速发展，名
列河南百强镇前茅，进入全国重点镇、全
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国家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改革试点行
列。竹林镇政府关心群众，关注民生，持
之以恒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
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不仅在就业、居住
等方面为居民提供便利，每逢春节，还免
费向群众发放米、面、肉、油等春节物资，
30 多年来从未间断。

本报讯 （记者孙玮 通讯员赵月侠）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
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提高我
省孤残儿童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他们就
业、参与社会管理、融入主流社会的能
力，省民政厅近日转发中国儿童福利和
收养中心《关于 2018 年孤残儿童高等
教育助学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
各地积极组织协调符合条件的孤残儿
童做好报名、审核表填报及考试等相关
工作。
“孤残儿童高等教育助学工程”是由
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与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以及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洛阳市西工区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白剑
锋）
“这一面展示的全部是我村历年来评
选出的‘身边好人’——特别是老支书李
仁和一家三父子，老爷子带领村子建企
业发展集体经济，大儿子接替父亲继续
带领村子阔步迈进新时代，小儿子多次
参加义务搜救活动……”2 月 10 日，在洛
阳市西工区红山乡后李村家风家训馆
中，讲解员娓娓道来一个个真实故事。
这只是西工区深入推进家风建设的
一个缩影。
日前，西工区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收
到一份沉甸甸的“新年礼包”：区委发放
的《致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的一封公开信》
热情洋溢、提醒温馨；区纪委监察局发出
的“提前拜个幸福年，廉洁过节记心间”
短信息既妙趣横生又寄语殷殷；区妇联
印制的精美卡片收件人是干部的“廉内
助”；区政协、区机关工委组织书法爱好
者开展书写廉政春联等活动。

河南红旗渠国税局

举办迎新春联欢会

（2014 年新合作单位）共同实施的，主要
面向生活在福利机构中的大龄孤残儿
童，通过单独招生、解决经费的方式为他
们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孤儿学生
就读三年期间所需的各项费用，包括学
费、食宿费、书本费等全部由民政部本级
福利彩票公益金“助学工程”项目经费承
担。截至 2017 年底，
“助学工程”项目共
资助了河南省百余名孤儿学生，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
同时，自 2011 年开始,省民政厅连
续 7 年开展“孤儿助学圆梦计划”行动，
累计投入省级福彩公益金 1000 余万元，
受益孤儿及贫困学生 2000 多人。

平顶山市湛河区
社旗县用 6000 多只灯笼打造“灯笼走廊”
，
装点赊店古镇景区，
喜迎 2018 年新春佳节。图为 2 月 11 日，
工人们正在“灯笼走廊”
安
装灯笼。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王章成 摄

临近春节，唐河县举办了电子商务进农村年货会，集中展示唐
河各类绿色优质农特产品、地方新型工业品，对加强产销联系、开展
电商扶贫、实现农民增收致富产生了推动作用。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左力 摄

2 月 10 日，正阳县书法家们到油坊店乡孙庄村、余甲村为
240 多户贫困群众义写春联，不仅送去了节日祝福，还进一步
宣传了党的扶贫好政策，深受好评和欢迎。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
员 王珺 摄

民权县 欢庆氛围满城乡

本报讯 （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卓
王心忠）欢快的舞蹈跳起来、悦耳的音乐
林）2 月 11 日下午，河南红旗渠国税局与
响起来，豫东名曲、坠子唱起来，搞笑幽
我省民营百强企业河南凤宝特钢有限公
默的小品演起来。台上热热闹闹，台下
一片笑声……新春佳节在即，在民权县，
司举办“国税之声”迎新春联欢会，财税
从西南文化大镇白云寺镇到北部画虎之
部门干部群众与企业职工欢聚一堂，喜
迎新春到来。
乡北关镇，从田间地头到城乡广场，到处
联欢会节目丰富多彩、亮点纷呈，有
是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音乐情景剧、诗歌朗诵、歌伴舞、小品、三
为进一步丰富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
句半、大合唱等，精彩的表演不时赢得全
生活，该县将在春节、元宵节期间推出
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现场气氛热烈、 “春满中原”系列文化活动，从县文化行
高潮迭起。
政管理部门到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

化服务中心，各级文化工作者都在忙碌
着活动的承办或组织。
“今年打工回来，听说俺镇里要办返
乡农民工新春文体活动，俺报名参加也
来露一手！”2 月 9 日，白云寺镇返乡农民
工新春文体活动比赛正在热热闹闹进
行，刚在台上唱完一首《在希望的田野
上》的该镇尹南村村民许桂香说。
据悉，结合“宣传十九大，文化进万
家”主题活动，从 2 月 8 日至 3 月 3 日，该
县 19 个乡镇（街道办）、529 个行政村都
将参与到新春文化活动中来，实现全县

这是目前郏县正在全县开展的行业
扶贫大回访的一个缩影。
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扎实开展，
巩固全县“大宣讲 大走访 大落实”活动成
果，连日来，郏县组织该县教体局、卫计
委、发改委、民政局、住建局等 20 多个职
能部门的近万名干部职工依据行业扶贫
对象，走进全县 84 个重点村进行大回访、
大调查、大落实。为确保“大回访”真正访
出成效，访出问题，访出今年脱贫工作的
攻坚方向，该县要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在
春节前利用半天时间，深入自己分包联系
的脱贫村和贫困群众家里，与村“两委”商
谈今年的脱贫思路，与贫困群众共商脱贫
措施。

在健康扶贫大回访中，该县卫计委结
合帮扶贫困村实际，成立了由 683 人参加
的健康扶贫“大回访”小分队，他们分组包
片，制作了健康扶贫回访表，通过“四问”
（即问是否了解健康扶贫政策、帮扶对象
对帮扶人的评价、帮扶对象对健康扶贫意
见建议、帮扶人实际需求）、
“四查”
（即查
帮扶人是否扎实入户走访、帮扶痕迹是否
真实、帮扶措施是否有效、健康扶贫政策
是否落实到位），共回访贫困户 2246 户
3534 人 ，收 集 贫 困 群 众 意 见 建 议 327
条。同时，针对县扶贫办提供的新增返贫
人员情况，为患病贫困群众明确“一对一”
家庭医生，建立健康档案，随后开展每月
一次的健康帮扶。

实施
“定向帮扶”
困难群体生活无忧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
长)“虽然我年纪一大把了，身体也不好，
可党和政府对我这么关照，让我啥心也
不用操，生活真是越过越有劲！”2 月 6
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邢铺村村民
陶海仁接过区委书记冯建伟送上的慰问
金和慰问品，激动地说。
连日来，湛河区委、区政府结合民政
部门对辖区贫困家庭、优抚对象、鳏寡老
人等困难群体进行重点慰问帮扶，确保
他们都能度过一个祥和幸福的春节。截
至目前，湛河区已拨付资金 29 万元，筹
集了价值 50 余万元的帮扶物资，将于春
节前对 1630 余户困难家庭发放。
为加大对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十
九大以来，湛河区精心组织区、乡（街
道）、村（社区）三级部门上千名党员干部
入村到户，了解困难家庭实际情况，并因

人施策，定向帮扶，使辖区困难家庭的生
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为全面了解困难群体的真实情况，
该区通过对困难家庭造册登记，详细登
记贫困家庭的贫困原因、个人能力特
长、有无创业经历、个人意愿等信息，并
分类统计建档，形成系统完整的资料
库。同时，深入宣传党的各项惠民政
策，采取谈心交流、民意调查等多种方
式了解一手资料，全面掌握群众就学、
就医、就业和用水、用电、行路、住房等
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和诉求，由民政部
门统一研究，确定救助方案，实行定向
帮扶。
据统计，湛河区 2017 年度共有 370
余人享受临时救助政策，180 余人享受
五保供养，120 余名低保户通过创业帮
扶脱贫。

城乡全覆盖，不仅有戏曲、曲艺、歌舞、猜
灯谜等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还有“文艺轻
骑兵”入村演出，演出内容紧紧围绕脱贫
攻坚、民生宣传，展现干群一心战贫困、
奔小康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我们充分发挥图书馆、文
化馆、乡镇文化站和村级文化服务中
心三级文化阵地作用，开展各类公益
文化培训，书法、绘画展览和义写春联
等活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
春节文化服务！”该县文化广电部门负
责人说。

郏县 近万干部职工进行扶贫
“大回访”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宁建鹏）
“老乡，你女儿佳楠在堂街镇孔湾小学三
年级学习，按照政策，2017 年她可以享受
每年 1000 元的生活费补贴和每年 800 元
的营养餐补助。同时，还可以享受县里为
建档立卡贫困学子下拨的每年 500 元的
救助金。这三笔钱由县教体局直接打入
您的银行账户。目前，您收到这三笔钱没
有？”
“收到了，一分不少。感谢党和政府
对我们这么关心。”2 月 9 日，在郏县堂街
镇张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铁岭家里，县
教体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同志对李
佳楠应享受的教育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进
行回访调查。

年下来有不错的收入，可实现长期稳定
脱贫。
虽然如此，但张书记还是语重心长
地说：
“还有什么困难？”
“没有，现在过得很好，感谢党、感谢
政府，感谢市里、镇里、村里对我们的帮
助！”赵花荣激动地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一道进入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
承诺。深入到贫困户家走访慰问，旨在
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激发贫困户勤奋
创业、早日实现稳定脱贫目标，为全面实
施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良好
基础。”张文深说。

省民政厅出台政策

巩义市竹林镇

“家文化”
落地生根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曹相飞 通讯
员史英）2 月 11 日，腊月二十六，虽是寒
冬，但暖阳高照。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
在南阳市委常委、邓州市委书记吴刚和
市长罗岩涛的陪同下，深入到邓州市桑
庄镇双庙村访贫问暖，并送上新春祝福。
当得知双庙村四组赵花荣家于
2016 年脱贫后，张文深称赞她“脱贫光
荣”，并拿出红包送给她，祝福她全家过
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
张文深还详细询问了赵花荣全家的
生产、生活情况。赵花荣告诉他，她家有
四口人，儿子现在广州打工，女儿大学毕
业后在郑州就业，她和丈夫平时养羊、种
地，农闲时到村蔬菜种植基地打零工，一

记者在该县督查局下发的一份行业
扶贫回访督查报告中看到，2017 年，该县
共 实 施 扶 贫 项 目 77 个 ，投 入 财 政 资 金
3300 多万元，目前已全部完工。县发改
委在行业扶贫中，共建成产业扶贫基地
66 个、扶贫点 94 个、扶贫车间 19 个，共计
安排贫困劳动力 3445 个。与此同时，还
在全县 60 个贫困村建成了 60 座光伏电
站。该县民政局深入全县 6 个乡镇的 103
户贫困户家里，对享受农村低保、特困人
员救助等符合民政救助政策的落实情况
进行一一核查。该县银监办和金融办组
织县信用联社、中原农险等单位，详细询
问了收到扶贫小额贷款后的 503 户贫困
户资金使用情况及效益情况。

近日，
商水县平店乡把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广电总局联合赠送的 34 台液晶电视送到
28 个行政村 34 户贫困户家中。图为该乡葛楼村贫困户在领取电视机。本报记者 巴富
强 通讯员 赵永昌 摄

2 月 8 日，灵宝市焦村镇乔沟村温氏家庭养殖农场养殖户齐学民在调整养鸡棚的水
线。该镇有养鸡大棚 26 个，养殖肉鸡增加了当地贫困群众的致富渠道。本报记者 杨远
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