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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是农历腊月十九，上蔡县邵

店镇高李村的村委大院里突然响起一阵

急促的鞭炮声，驻村第一书记李佩阳还没

有明白怎么回事，一群人就拥进了院子，

走在前面的群众代表高天兴把一面写有

“心系百姓办实事 求真务实显真情”的锦

旗送到李佩阳的手中。

“修了路，栽了树，慢慢富了贫困户，

高李村变化这么大，群众都非常感谢李

书记。新年快要到了，我代表高李村群

众送个过年礼！”高天兴的一席话迎来送

旗群众的一阵掌声，说起李佩阳给高李

村办的件件实事，大家伙纷纷竖起了大

拇指。

高天兴是高李村的普通农民，他看到

村里的贫困户家家享受到好政策，想着自

己家里的一些实际困难，也想当上贫困

户，可是，前两年他怎么反映村委都说他

不符合条件。当得知李佩阳到村里担任

第一书记后，他就跑到村委找李佩阳。李

佩阳在向村干部了解情况后，直接到高天

兴家里看情况，既说明他不符合贫困户的

条件有哪些，又多方努力帮高天兴解决了

一些实际难题。

高天兴非常感动。他向街坊四邻一

打听，原来李佩阳到他家的前后，还走遍

了全村60多家贫困户和30多家与他家

差不多的“边缘户”，村里的男女老少大多

都认识李佩阳。当他问到贫困户高灵家

时，高灵正在向从北京打工回来的女儿说

李佩阳的好：“隔三差五地来咱家坐坐，比

自家的闺女待人还亲！”

高灵的女儿想亲眼见见大伙称道的

女第一书记长啥样，再顺便道声谢，就问

村里的致富能手李国松，没想到李国松也

有当面道谢的想法。

原来，李佩阳看李国松是个有责任感

的致富能手，不光建议把村里建的8个大

棚租给他，让他带领全村群众致富，给贫

困户家家分红，还把他当入党积极分子来

培养。经李佩阳牵线，高李村与郑州一家

公司一下子签订了三年的小黄姜包销合

同，困扰全村多年的卖姜难问题就这么解

决了。

这三家人的想法也得到了村支部委

员刘保魁的支持。他说，李佩阳驻村后，

村里党员的派系斗争消失了，村“两委”

干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他这个

曾经的贫困党员，在李佩阳的鼓励和支

持下，不仅脱了贫成为全村的第一批脱

贫标兵，还因为踏实能干愿意给老百姓

办实事，被广大党员选进了村支部。他

建议大家出钱做面锦旗，因为李佩阳向

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群众送啥礼她

也不会要，一面锦旗就把老百姓的心里

话说完了。

一传十，十传百，愿意到村里送锦

旗的群众越来越多，刘保魁担心人多了

影响村里的正常工作，就从党员、贫困

户、脱贫户、致富能手这些农户中选了

十来个代表，联合凑钱买锦旗送“年

礼”。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吴
明 张世朋）近日，记者在沁阳市柏香

镇大位村看到，一台台挖掘机正在紧

张作业，一辆辆小卡车来回奔忙，在新

一届村委的带领下，该村空心村治理

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以前收粮食的都不愿意到俺村，

说俺村是个迷宫，进来就出不去，俺们

这届村委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正在

指挥拆迁的村支书李小路向记者介

绍，大位村有“三难一差”：宅基地划拨

难，街道开通难，吃上干净卫生的自来

水难，环境差。在本来宽敞的大街上，

你种菜我垛柴，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

处可见。

“俺村‘两委’班子凝聚力量、锁定

目标，乘着政府治理空心村的东风，在

镇里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要打赢攻克

大位村‘三难一差’的战斗。”李小路

说。在他的带领下，从每一户入手，从

每一道街开始，出人工1000余人次、

车辆200余台，清理垃圾2000余立方

米。现在，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垃圾箱

有序摆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以前村委给俺做工作，俺不想

拆，现在看看这宽阔的大街，就是美！”

村民李天德高兴地说。目前，该村已

开通街道4条，清理老宅危房100多

间，随着残垣断壁、破旧房屋的拆除，

大位村再也不是以往的“迷宫”。

“基础设施完工以后，俺们还要修

建文化广场，丰富村民文化娱乐活动，

开发蟒河资源，打造生态旅游村。”李

小路说,大位村在外成功人士纷纷表

示，要为家乡建设尽一份力。“俺要踏

踏实实做好村里每件事，不负村民的

希望与嘱托，把大位村建设成现代化

的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
凌）1月29日，记者在沈丘县周营镇欧

营村看到，不少庄户人家的院门两侧

都挂着红红的灯笼，街道宽敞整洁，绿

树成荫，坑塘水波荡漾，蔬果大棚基地

绿意盎然。新修建的文化广场上，村

民欧明启带着年幼的小孙子在嬉戏玩

耍。“以前村道两旁垃圾随处可见，路

边杂草丛生。经过几轮的环境卫生整

治，村里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这不，

前几天又进行了全面卫生大扫除和道

路绿化，进一步提升了环境面貌。这

样好让村民和在外发展的乡亲回家清

清爽爽过新年。”望着眼前的美景，村

党支部书记欧文斌感慨地说。

春节前是游子返乡高峰期，干净

舒适的环境可以激发他们热爱家乡、

建设家园、记忆乡愁，从而助推产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从2018年开始，该镇

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尤

其是春节前一个月，该镇通过自愿申

报，确定欧营村等10个村为试点示范

创建单位，集中进行街道清扫、沟渠坑

塘清理，墙面粉刷喷绘，以及垃圾清

运、违章建筑清除，要求街道两侧看不

到垃圾堆放物，墙面没有乱涂乱画“牛

皮癣”小广告、沟渠坑塘水面没有漂浮

物。同时，该镇还创新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5佳5差”村级考评，使全镇各村

掀起了比学赶超的热闹氛围。

“通过近期`扮靓家园、喜迎新春

‘暨农村人居环境攻坚整治提档升级

活动，有效提升了全镇优美整洁的生

活环境，美化了家园。下一步，我们镇

将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执行标

准化，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持续有

效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并整合多

方力量共同打造文明、生态、绿色、和

谐、宜居新周营。”该镇党委书记马涛

如是说。

1月29日，年味渐浓，滑县红旗路中段道路两侧摆满了卖灯笼、春联、年货的商家摊位，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国网

滑县供电公司员工魏鹏辉、马雪琦等6名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头戴安全帽，对临时用电进行安全检查，帮助商户开展电力志愿服务活

动。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文锟王亚方摄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王绍
刚郝国超）1月25日，由陕州地坑院特色

灯组、甘棠公园和高阳山灯组、城区亮化

灯组三大板块组成的2019年陕州灯会

正式点灯，以陆地、空中、水面、地平线下

等多种形式组成的陕州灯会惊艳亮相。

本届陕州灯会的宣传主题是：陕州城里

过大年，地坑院内闹花灯。

本届陕州灯会共有灯组155组，布展

面积1100亩。其中，陕州地坑院主会场布

设96组灯；甘棠公园、高阳山景区分会场

布设47组灯；城区亮化灯组布设12组灯。

据悉，本届灯会具有很高的艺术观

赏性。如“世界第一穹顶”灯组直径28

米，目前在世界上只有迪拜做过一次；

“大美陕州”，融合陕州区的文化历史、自

然山水、名胜古迹，横跨两个广场，占地

1000平方米；“西游记”灯组，长150米，

九个灯组通过时空隧道相连，从天蓬元

帅戏嫦娥到面见佛祖取得真经，全程演

绎了西游记的精彩篇章。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中
坡）灵狗辞旧千家乐,金猪迎新万户欢。

1月29日晚，方城县2019春节联欢晚会

在该县人民剧院倾情上演，近千名干群

欢聚一堂，共同感受一年来收获的喜悦，

奏响迎接新年的序曲。500多名演员通

过歌伴舞、小品、戏曲、音乐情景剧、杂技

等艺术形式，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

化盛宴。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永亮
韩红蕾）1月29日，上蔡县书协主席宋满

昌等书法家在县城主干道支起摊点，义务

为城区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写春联，与

他们一样上蔡县书法家协会的数十名书

法家，也以贫困户为主要对象，同时在上

蔡广大城乡分别开展义写春联活动。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王义）1

月28日，范县濮城镇各行政村纷纷举行

孝善敬老基金发放仪式。发放对象主要

是年满60周岁的建档立卡贫困老人以及

70周岁以上农村老人，资金主要来源是

老人子女赡养费。各村理事会以现金红

包形式直接把钱发放到老人手中。为鼓

励大家积极参与该项活动，经镇党委、镇

政府研究，由镇财政拨款，在子女所上交

赡养金的基础上，再给予老人5%的补

助，直接发放至老人账户。

当日，濮城镇高寺、五罗徐等20个村

共为老人发放孝善敬老基金197900元。

1月23日，冬日的暖阳驱散了四九的

严寒，湛蓝的天空下，金色的阳光铺满大

地，融融暖意让人仿佛有种提前进了春天

的感觉。在正阳县永兴镇卫生院内，体检

中心更是一派繁忙景象，抽血、化验、做B

超……医生护士们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政府想得真周到，年关啦，还想着

给俺们这些老人和贫困户们一起免费体

检，说是让俺们健健康康过大年，你看

看，俺这农民多有福。”刚刚抽完血等待

化验的永兴镇永兴村村民吴忠德用药棉

按着针眼，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68岁的吴忠德说，他儿子吴新良三

年前在浙江打工时，不幸患上脑出血，一

场病不但花完了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

外债，加上两个孙子一个念高中一个上

小学，种种花费一下让儿子还算殷实的

家陷入了困境。

“俺这一家可是多亏了党的扶贫好

政策呀。”吴忠德说，“儿子一家被列入贫

困户后，两个孙子上学还享受了教育扶

贫补贴。现在村里给儿子安排了个每月

300元的公益岗位，给儿媳妇联系了外

出务工单位，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元，前

天镇里为此还奖励她2000块钱呢，一家

人总算摘掉了贫困帽。”

据永兴镇镇长陈广平介绍，结合当

前农村许多家庭一人得重病，导致一家

人一夜之间致贫、返贫的情况，根据上级

健康扶贫有关文件精神，镇里决定对全

镇1550名65岁以上的老人和1558名

贫困人口进行免费体检，以达到有病早

治、无病预防的目的，力争避免因病致

贫、返贫现象的发生。

本报讯 （记者左易和）1月26日清

晨，鹤壁市淇滨区大赉店镇董庄村一幢民

居里，51岁的芦风福手握“狮头”，全神贯

注地检查“狮被”有无破损。为了在董庄

村迎新春联欢会上表演舞狮，他连续半月

起早练习。“这次是我第二次参加‘村晚’，

兴奋之余还是有点紧张！”他乐呵呵地告

诉记者。

像老芦一样为“村晚”忙碌的人还有

不少。董庄村第一书记徐杰既是统筹又

是摄影师，他介绍，这些天，不光是回乡过

年的村民，省市级的艺术表演团体，甚至

是众多感兴趣的爱心商家和游客也参与

其中，为筹办好董庄“村晚”全力以赴。“这

届‘村晚’现场还将同步进行网络直播，让

远在外地的乡亲们也能通过手机感受到

家乡的变化和浓浓的年味！”徐杰说道。

下午两点，董庄村村委会大院里人声

鼎沸。伴随着悠扬的乐曲，数位旗袍爱好

者身着各色旗袍慢步走近，顿时引起村民

围观……

台上，载歌载舞；台下，舞狮翻腾。作

为“村晚”舞狮表演的“领狮人”，表演结束

时芦风福已满头大汗。“今年的节目比去

年更精彩，我这心里头是美滋滋的！”芦风

福满脸自豪地说，“自从有了‘村晚’,过春

节乡亲们又多了很多期待。”

在现场，徐杰忙个不停。自2015年

组织第一届“村晚”开始,每年他都会如

约为乡亲们筹办一场联欢会,请村民们

上台表演。4年间,徐杰“导演”的“村晚”

参与演员从数人发展到数十人,观众从

100多人达到高峰时的38万人线上线下

同时观看。目前，“村晚”作为当地群众

的新年俗，已成为一张远近闻名的文化

名片。

群众凑钱给第一书记送“年礼”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永亮

方城春晚
奏响迎春新曲

董庄村农民“村晚”演绎乡村新年味
4年间，观众最多时线上线下38万人同时观看

滑县 红红火火 安全过年

沁阳市大位村

治理“空心”面貌新

正阳县永兴镇

困难群众不花钱 健康体检过大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化远张华

陕州开启“灯火盛宴”
“世界第一穹顶”灯组直径28米，目前在世界上只有迪拜做过一次

上蔡书法家义写春联

范县濮城镇老人
领到孝老钱

沈丘县周营镇

扮靓家园迎佳节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永
久）1月29日，项城市妇联联合项城市骄

阳爱心公益团队以及部分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前往三店镇黄庄行政村，慰问困难妇

女儿童和贫困家庭，送去了太空被、鸡蛋

等慰问品，并送上节日祝福，传递了“娘家

人”的关爱。活动中，项城市骄阳爱心公

益团队的队员、项城市信德石材厂的志愿

者、周口小微企业商会的志愿者以及爱心

人士王平、马榕、牛馨悦等，为她们送上了

精心准备的各种礼物，了解年货办理情况

以及家庭的生活需求和新年愿望等，将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基层困难妇女

儿童家庭中。

在沈丘县周营镇现代林果主产基地，果农卢春红正忙着为果树修剪“理发”。时值春

节来临之际，在沈丘县农村，果农们在忙着置办各种称心如意年货的同时，不忘给自家的

优质桃、梨、杏、枣、李子等果园品种，进行整形修枝、落叶清理等冬春管理。此举，为提高

来年果树的产量、质量和收益打下良好基础。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项城妇联传递
“娘家人”的关爱

果树“理发”迎新春

本报讯“道路平坦宽又广，绿色发展

结硕果，企业龙腾产销旺，上缴税金年年

长……”2018年，武陟县西陶镇实施的党

建、扶贫、环保、招商、四好农村路五大利

民工程圆满完成，且连续两年财政收入递

增20%多，被评为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一进入腊月，老百姓自发组建了“村晚”剧

组，编城镇新曲，唱美好生活。

西陶村去年投资700多万元新建了

占地30亩的高标准文体公园，架设了

246盏路灯。1月30日，在文体公园，由

百余女子组成的集体舞《今天是个好日

子》正在彩排，现场观看的群众不停用手

机拍照。主唱杨春花说：“两年来家乡的

巨变，俺打心眼里喜欢，俺村的‘村晚’也

有主持人，虽不能和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比，但俺们唱出的是百姓的心声，跳出的

是美好心情。”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西滑封

村，因企业多，就业人员多，各单位推荐

的节目也多，虽然都很精彩，但由于时间

限制，必须缩减节目。镇分会场导演王

有山说，只能以大年三十公布的节目单

为准。

据西陶镇“村晚”剧组总导演、西陶

镇镇长贾立新介绍，目前全镇22个村的

“村晚”都进入了倒计时，彩排天天有，内

容丰富，节目有歌、舞、小品、武术、脱口

秀等，参加演出人员达1600多人。春节

期间，保证让全镇人民能大饱眼福，同享

节日文化盛餐。（宋祖恒）

武陟县西陶镇村村办“村晚”
参加演出人员达16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