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2月9日，郑

州市中牟县韩寺镇胡辛庄村热闹非凡，

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村晚”在该村主街

道上演，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年味十

足，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文

化年。

村民陈小增常年在外打拼，事业做

得风生水起，也是胡辛庄村的致富带头

人。听说村里要举办“村晚”，他自告奋

勇要求上台演出，在他的带动下，原来

几个怕表演不好的村民，也纷纷上台献

艺。胡辛庄村村民王李鹏组织、协调节

目和演员，尽心尽力，想让“村晚”办成

百姓创作、百姓参与、百姓欣赏的接地

气、有人气的新年俗活动。

胡辛庄村的“村晚”，有30多名村

里的文艺爱好者参与，演出节目共16

个，戏曲、小品、歌舞一应俱全，他们自

己创作的三句半，歌颂了胡辛庄村近年

来的变化和对美丽家园、幸福生活的祈

盼。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 赵国民）春节长假，息县不少群众选

择到图书馆里过个“文化年”。2月10

日，记者走进息县新华书店感受特有的

新潮“年味”。

“春节长假期间，我们图书馆均保持

对外免费开放，每天接待读者近 300

人。”息县新华书店一位负责人介绍，从

正月初二开始，读者逐渐增多。

记者看到，在书架周围，挤满了选书

读书的人群，有小学生，有白发苍苍的老

人。在超市东侧窗台下，年逾七旬的老

人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孙中山传》。“春

节假期，有书香相伴，感觉挺好。”读者余

先生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

不了解，不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从何而

来，他要将自己的读书心得传递给后代。

“我们假日不休息，大年三十照常开

放。春节期间图书销售大增，每天卖出

的图书上万元。”该超市负责人说，不但

书卖得好，来超市阅读的人天天爆满，很

多老人领着孙子孙女来看书，读者在浓

郁的文化氛围中度过一个充满书香与欢

乐的新春佳节。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2月6日，巩

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召开2019年春节

返乡人才座谈会，共同谋划发展大计。

村里近20名在外工作人员代表参加了

会议。

南岭新村党总支书记李国振介绍

了村里近年来的各项工作情况及下一

步打算，邀请大家常回家看看，多出谋

献策，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近年来，南岭新村在全村党员干群

苦拼实干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乡风

文明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

姓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家乡的可

喜变化令参会人员激动振奋，纷纷建言

献策，言语间流露出对家乡的无限热

爱。从养老、医疗到康养基地建设，从

脱贫致富到发展旅游，从基层党建到发

挥共产党员模范作用，这些从大山走出

去的游子提供了不少好做法、新思路。

小关镇党委书记白东升表示，要创

新服务方式多关心帮助在外人才的工

作生活，解决好在外人员的后顾之忧。

希望在外工作人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支持家乡建设和发展，为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

撑。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 宋亚萍）“今年过年，文鹏又托村干

部给俺送来了鸡蛋、肉、粉皮，还有食用

油，全村人人都有，年年都发，今年已经

是第5年了。”2月9日，濮阳县郎中乡

坝头村村民赵百忠说。

为回馈家乡父老，今年春节，郭文

鹏拿出近20万元为坝头村村民赠送

年货，每人发放了4斤鸡蛋、5斤肉、1

斤粉皮、一桶食用油，全村221户922

名村民一户不落。这已是郭文鹏连续

第5年为全村父老乡亲过年发年货送

年礼。

今年52岁的郭文鹏，出生于坝头

村一个贫寒家庭，但他人穷志不短，靠

辛苦求学走出农村，在陕西成立了修井

公司，经过多年的打拼，做出了一番事

业。事业有成的他始终不忘家乡，在企

业用工时，优先选用家乡的工人，带动

濮阳农民务工就业500人以上。同时，

他还时刻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每年拿

出2万元用于资助家乡的贫困学生上

学，并为坝头小学购置了26台电脑及

电脑桌凳和配套设施，为家乡小学生接

受现代化教育提供了条件。自2015年

春节开始，郭文鹏每年坚持春节置办年

货送给全村村民。

2月5日大年初一，当禹州市磨街乡

常门村百岁老寿星阮婷与全村老少

1000多口人共同围坐在村广场上，吃着

团圆饺，拿着大红包，这高兴的嘴就再也

合不拢了：“我活了一百多岁，啥席都吃

过，可这老少1000多口人的大年团圆宴

也就俺村有。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

享上福喽！”

常门村是禹州市西部深山村，也是

省级贫困村，全村263户1041人，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69户666人。2013年，

村党支部经过考察，成立了许昌常门蘑

菇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

共同走致富路。2018年12月，彻底摘下

了贫困村帽子。为了鼓舞干劲，凝聚人

心，自去年开始，村党支部书记王俭自己

出资，宴请全体村民，让全村群众欢欢喜

喜集中过大年。

这一消息让老老少少1000多口人

充满了期待。初一上午，男女老少高高

兴兴拥向村广场。101岁的阮婷是全村

年龄最大的寿星奶奶，在五世同堂11口

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广场；70多岁患有偏

瘫的赵巧被老伴孟苟丢用轮椅推着来到

广场；80多岁的赵叶患偏瘫、高血压，儿

子翟营、翟殿带着一家人用轮椅将母亲

推到广场。这些平时难得见面的老人拉

着手互相问候，嘘寒问暖。

王俭先向全村父老乡亲汇报了一

年来的工作特别是集体经济经营情

况，对评选出的“蘑菇大王”披红戴花

隆重表彰。翟营欣去年种了4棚蘑菇，

净赚 4 万多元，成为全村的“蘑菇大

王”，奖励现金 7000元。对获得二等

奖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的种植户分别

奖励 3500 元、2000 元、1000 元，并现

场为全村1041名村民每人发了50元

的红包。“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过年村

里还发红包，咱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赵叶说。

团圆宴上大家不管音调准不准、嗓

音亮不亮，都纷纷展示自己的才艺。村

民张金辉唱的《闯码头》、王文波唱的《母

亲》、李金全5岁小孙女的舞蹈、村民张

国永自编的歌曲《喜看常门新变化》，赢

得了阵阵喝彩。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村里统一安

排了八菜两汤，家家户户动手包饺子。

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了 107 张桌子，

1000多人共庆新年团圆时，从一辆疾驰

而来的小汽车里走下一位白发老人，他

双手抱拳激动地说：“乡亲们，我是八组

的冀国正啊！在湖南安家20多年，听说

咱村变化大，还办了团圆宴，我连夜开车

就回来了，可遇到堵车，还是晚了。”

“不晚、不晚，回来得正好，快坐下，

尝尝咱家的饺子！”

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2月7日，武陟县交警大队骑警队员正在S309省道的沁河大桥上指挥疏导交通。春

节期间，该县交警安排警力，对国、省道和城区易堵路段加强管控，维护交通秩序，确保群

众出行顺畅。文立新摄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刘磊）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高度重

视乡土人才联络和回归工作，利用春节

期间外出人员集中返乡的有利时机，细

致谋划、专题部署、狠抓落实，“织”出一

张兵团作战网，三级联动“引凤还巢”，加

快推进乡土人才联络和回归工作落地见

效。

该区党工委书记汤超、管委会主任

肖文兴等主要领导深入一线指导。各分

包联系县级干部落实责任，深入联系点

指导开展工作，见人才、听意愿、送邀

请。各乡（场）街道发挥牵头调度作用，

将各村（社区）任务分解到每个班子成

员、每个站所，逐村（社区）派出力量，分

类指导，抓组织实施、抓问题提醒、抓经

验推广，推动工作落地生根。

村（社区）全员上阵，村（社区）“两

委”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分工负责、包户

到人。对在外务工人员进行摸排联系、

入户登记，召开乡土人才恳谈会，了解返

乡创业意愿，推介家乡新变化。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

引领在外乡土人才回报桑梓，以人才振

兴推动乡村振兴，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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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喜喜过大年

禹州市常门村全村集体过大年

107张桌子1000人吃团圆宴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艳红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全力做好引凤还巢工作

2月8日，灵宝市寺河乡磨湾村的果农在给果树剪枝。春节期间，该市广大果农加紧

对老果园进行修剪改造，以促进果树进一步增产增效。目前，该市已完成老果园改造

1.6万亩。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段景波摄

濮阳县坝头村郭文鹏

出20万元为村民送年货 息县 书香相伴过新年

巩义市南岭新村

新春共谋新发展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豫西山区

下起大雪。

上午8点，吃过早饭，与往常一样，

梁松来和工友们来到位于河南省西峡县

丁河镇的蒙（西）华（中）铁路丁河段进行

轨道上砟作业。

“松来，天气预报那边下雪了，气温

降到零下，施工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

保暖。”刚走到丁河3号隧道口，梁松来

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几分钟简短的

通话，全是妻子“唠叨式”的叮嘱。

梁松来是中铁六局17标段蒙华铁

路项目一分部上砟组组长，来自河北保

定。今年春节，他和40多名工友坚守在

工地上，这是他自2015年12月来到蒙

华铁路建设工地以来，第一次不能回家

陪妻儿父母过年。

梁松来所在的一分部负责蒙华铁路

17标段55公里中的29公里，从去年11

月份铺轨至今，完成了保铺架任务的

80%。为了策划上砟道路，计算上砟量，

梁松来经常早出晚归，顾不上吃饭。

“上砟作业一耽误，整个蒙华铁路

的铺架、通车都要受影响。为了保铺

架，我们今年都不回去了。”梁松来说，

他所在的项目部还有 40余位一线工

人，都在工地上过春节。根据计划，该

标段要在2月中旬完成轨道铺架任务，

为3月下旬蒙华铁路晋豫段全段拉通

创造条件。

蒙华铁路建设者坚守工地“保铺架”

中牟县胡辛庄村

村民办“村晚”欢度文化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 杨豪燕）2月5日，伊川县鸣皋镇政

府会议室座无虚席，150多名机关干部、

扶贫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村“三委”干

部及卫生院部分职工、村医分享了镇政

府为他们准备的新年“大礼”，河南省肿

瘤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国务院特殊津贴

享受者陈小兵教授为他们进行健康知

识专题讲座。

鸣皋镇党委书记申俊涛表示，为进

一步落实健康脱贫政策，增强保健意

识，普及卫生防病知识，镇里利用春节

务工人员返乡、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

把健康理念传递给亲朋好友、传递给千

家万户。

讲座中，陈小兵教授用幽默通俗

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传授了他的“防癌

40字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

限酒、心态平衡、充足睡眠、定期体检、

控制感染、疫苗优先、美化环境、绿水

青山。

此次讲座使干群学习了健康知识，

增强了自我保健意识。大家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以后要注意自查，以强健的

体魄、健康的心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

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亮
李新）2月1日晚，泌阳县郭集镇刘庵村

文化广场上人头攒动，十里八村的群众

共同观看由村民自编自导的春节联欢晚

会。

“过年了，把村里的老少爷们组织起

来办个联欢会，没有想到全村那么多人

参与，全村的人一下子都动起来了，改变

了以往一过节就喝酒、打牌的陋习。”晚

会组织者赵勇说。

此次晚会节目精彩纷呈，演出既有

反映乡村变化和脱贫攻坚的戏曲、小品，

也有舞蹈、歌曲、器乐、武术表演。不但

在外上学的学子专程赶回家乡参与本次

晚会，而且邀请到了6名在《梨园春》节

目中获奖的选手参与表演，为该村群众

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这几年，有党的扶贫政策支持，大

家都富起来了，可逢年过节总还感觉少

点啥，后来明白群众需要的不但是物质

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于是我就自己

出钱，大家出力来办场联欢会。”赵勇

说。

“听说赵勇今年在村里组织乡村春

晚，每个小组都出节目，很多外出打工本

来不打算回家过年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这台乡村春晚让村里有了浓浓的年味，

满足了村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刘庵村

委会主任丁振富说。

据了解，春节期间，泌阳县前邓村、

付金川村等十几个村相继办起了不同

形式的乡村春晚，有些村组织群众开展

社火活动，表演舞龙、舞狮等，全县22

个乡镇（街道办）都相继开展传统庙会

活动，丰富了春节期间群众的文化生

活。

伊川县鸣皋镇

健康“大礼”送干群

泌阳县 22个乡镇都有传统庙会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余帅
领）2月2日，为了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许昌市魏都区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党政军民齐动手 千家万户

齐动员 干干净净过新年”清洁城市活

动，全力营造文明和谐、绿色清洁、健康

有序的节日环境。

按照活动方案要求，该区组织全区

干部职工对建成区内的背街小巷、绿化

带、居民小区、无人管理庭楼院、门店、企

事业单位、广场游园等进行大扫除，清理

卫生死角，清除各类杂物，让群众在整洁

有序的环境中过年。

当天，该区共组织党员干部10120

人，组织环卫工人1800余人次，出动清

扫设备345台次，对辖区40条城市道路

进行清扫保洁，总保洁里程达80多公

里，保洁面积240多万平方米，冲洗路面

130多万平方米，清洗人行道步砖60多

万平方米，清扫主次干道道牙25公里，

擦洗城市设施450处，清理建筑垃圾

1317车，生活垃圾1689车，各种杂物

1700余立方米。

魏都区政府区长李朝锋说：“2019

年，我们将加大力度开展清洁城市活动，

时间为每周二、周五下午。全区各单位

各部门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清洁行动，

与广大群众一道保持好、维护好城区的

环境卫生，为建设美丽和谐魏都作出贡

献。”

许昌市魏都区

绿色清洁 健康过年

正月初一，温县赵堡镇南平皋村举行“背媳妇跑”、“两人三足跑”趣味比赛，全村老少齐参与，热热闹闹过大年。徐宏星摄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