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重托不负重托 让中原更让中原更出彩出彩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好榜样好榜样

3
2020年1月14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陈辉 电话∶0371-65795727 E－mail∶ncbzkb@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王仰瑞 洛阳城乡

10日上午9时许，洛宁县2020年“零

彩礼”公益集体婚礼在洛宁县文化体育中

心举行。

10对新人响应移风易俗号召，摒弃

高额彩礼举行集体婚礼。他们盛装打扮，

踏着欢快喜庆的音乐节拍，手牵手走红

毯，手捧鲜花集体求婚，接受现场亲朋好

友及观众的祝福。

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专程赶到现场，

为这10对新人当证婚人，送上祝福，并与

新人一一合影留念。

“这是一场倡树节俭、弘扬新风的文

明盛会，10对新人作为引领社会风尚的

先行者，以简约朴素的礼仪、喜事新办的

方式，响应社会发展之需，倡导理性节俭

生活，值得弘扬效仿，为他们点赞。”张献

宇说。

典礼上，10对新人现场发起倡议：自

觉抵制高价彩礼，以“零彩礼”的实际行

动，引领文明、节俭、健康的婚嫁新风，弘

扬社会正能量。

为鼓励和提倡这10对新人的做法，

县里还专门为他们送上了电视机和一本

《洛宁故事》书籍。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康力学）“最近天气预报还有雨雪，对

提高造雪质量十分有利。”昨日，正在忙

着迎接四方宾客的马营村党支部书记

林建平信心满满地说，“伊龙滑雪场承

载着马营全村群众的致富梦，我们就是

看准了冰雪运动的商机，用好与洛阳市

政府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的交通便利

优势，着力打造洛阳近郊春节合家出游

健身新场所。”

日前，作为农业农村部赋码颁证后

伊川县首个进入市场的村集体经济实

体，伊川县河滨街道马营村伊龙滑雪场

正式对外迎宾，为当地行政村（社区）实

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生动样板。

2019年，伊川县把深化村集体“三

变改革”作为落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

突破口，县委一方面组团学习济源等地

先进经验，用事实坚定基层干部的改革

信心，一方面坚持试点先行，加快条件

成熟村庄的改革步伐，用身边样板为各

村推进改革创造有利环境。

因为村班子战斗力强、干部经济思

路灵活，伊川县河滨街道马营村成为改

革的“排头兵”。该村“两委”班子一手

抓改革政策宣传，炒热群众思想，一手

参照外地成功做法，规范建立股份经济

组织，科学完善内部管理架构，稳妥有

序推进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资金

变股金，经过“四议两公开”，先后筹资

150余万元，盘活了村闲置滑雪场，为发

展马营村集体经济栽下了“摇钱树”。

河滨街道党工委书记翟胜军认为，正

是因为街道党工委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全过程，抓牢

人员培训、清产核资、全程公示、股份计

算、规范挂牌等关键节点，采取挂图作战、

以点带面、交流互鉴、督促落实等措施，积

极探索形成既能体现集体优越性、又能调

动个人积极性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路

径，让辖区群众吃上了“定心丸”，才使街

道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得以较快推进。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段亚
利）以邮为媒，文旅融合，传承文化。1

月8日晚，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

管理委员会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洛阳

市分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好

莱坞之夜》美国好莱坞电影交响乐团新

年庆典音乐会在新区歌剧院举行。

据了解，多年来，洛阳邮政积极主

动融入洛阳文化旅游发展，始终与龙门

石窟园区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协议

约定洛阳邮政将利用诸多平台、业态以

及稳定庞大的客户资源优势，加深双方

在品牌宣传、文化创意、资源互补、渠道

应用、金融服务等方面合作，推动双方

在产品营销、内容生产以及景区业态优

化升级等方面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龙

门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发展，助力建设国

际文化旅游名城。

签约仪式后，活动展示了战略合作

事项中的部分重要内容。一为龙门石窟

门票及文化创意产品，上线中邮传媒智融

平台启动仪式。洛阳邮政将通过中邮传

媒这个全国性的邮政平台，将龙门石窟景

区及相关产品推向全国。二为“著名邮票

设计家龙门石窟创作行”活动启动。3月

份，全国知名邮票设计家将汇聚龙门进行

设计创作，合力打造龙门石窟全新IP。三

为“邮游中国·黄河文明与龙门石窟”主题

集邮文化巡展启动。3月起，邮展将在沿

黄河流域其余八省进行联展，各省将以邮

为媒，相互交流各地挖掘、研究、弘扬黄河

文化的好经验、好做法。

最后，《好莱坞之夜》迎新年庆典音

乐会在观众的期待中拉开序幕，美国好

莱坞交响乐团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精

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建
立）1月8日下午，相约孙都“黄河情 洛阳

颂”第六届中国诗歌春晚分会场晚会在新

安县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举行。该县及

洛阳市朗诵艺术家、歌舞艺术家、诗歌爱

好者欢聚一堂，共同激情朗诵、载歌载舞，

用浓浓的诗意喜迎新春。

据了解，中国诗歌春节联欢晚会是由

中宣部批准，中国屈原研究会和中国诗歌

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旨在弘扬经典传统

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庆贺中华民族

传统新春佳节。2020年第六届诗歌春晚

在国内外的洛杉矶、东京、伦敦、上海、广

州、深圳等40多个城市设立分会场，新安

县成为分会场的举办者之一。

相约孙都“黄河情 洛阳颂”第六届中

国诗歌春晚拉开了新安“双节”文化惠民

活动序幕。据介绍，为使广大群众享受到

文明健康、丰富多样的高质量文化服务，

该县2020年“双节”期间以“过年新安、自

然心安”为主题，安排了九大项近30个种

类的文化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全县A级旅游景区免

门票、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项目展演、戏

曲展演、2020年函谷关灯会、书法家义写

春联、摄影家义拍全家福、贫困村戏曲

行、电影公映、“迎新春”文艺晚会以及各

产业集聚区、各镇组织开展社火、秧歌、健

身操、唢呐、戏曲群众性文化活动等。

另外，为满足广大读者假日阅读需

求，该县图书馆和城市书房春节不打烊，

广大读者可品读书香，还可免费参与丰富

多彩的阅读惠民活动。县图书馆还以“书

香满河洛，阅读氲新年”为主题，给读者准

备了包括少儿演讲比赛、公益讲座、读书

分享、经典诵读等20多项精彩活动。

该县有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双节”

系列活动目的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以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弘扬为重任，着力挖掘自然

文化和特色文化之源，弘扬文明新风，以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整个活动突出为民惠民乐民，坚

持文明、健康、喜庆、祥和、节俭、安全的

原则，突出新安特色，全面营造“日日有

活动、天天都热闹，全民皆参与，无处不

欢乐”的节日氛围，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周伟
星）“大风口大风口，十人八人拉手走”。

日前，天空放晴，在宜阳县赵堡镇豁子山

生态治理植树造林现场，来自附近的村

民这样讲述着大风口的传说……半山腰

上，一颗百年的皂角树在大风中摇曳。

植树现场，造林绿化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拉树车、运水车来往穿梭，一派热

闹景象，大家严格按照植树技术规范，分

工协作，挥锹铲土，扶直树苗，压实浇水，

每道工序都做得一丝不苟。

当前，宜阳县正大力推进“国土绿化

提质提速”行动。“该区域已栽种5万余

棵树木，选用了五角枫、彩柏、香花槐等

成活率高、抗风力强、观赏性好的优质乡

土树种。”赵堡镇林业专干李海发介绍。

在一片忙碌的身影中，一株株树苗

从树坑里“站”起来，整齐排列、迎风挺

立。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宜阳县持

续实施“一带两翼四区一网”发展战略，全

面推动“一山、二河、两带、三大产业、九条

廊道道”的“12239”工程，按照“规划见绿、

见缝插绿、提质优绿、协力植绿”的工作原

则，大力造绿、积极护绿、攻坚克难，全力

打造生态富美宜阳。截至目前，全县完成

各项工程造林9.3万亩，植树650万株，生

态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勇
张宇 牛喜武）“一二三，起！一二三，

起！”1月10日，伴随渔民整齐响亮的号

子声，洛阳第五届陆浑开渔节“新年第

一网”成功收网。

陆浑水库位于黄河二级支流伊河

流域嵩县境内，作为洛阳市兴建的第一

座大型水库，它不仅是郑州重要的水源

地，更是洛阳市重要的优质水产品生产

基地。自2016年首办以来，陆浑开渔

节已成当地著名节庆之一，成为嵩县一

张亮丽名片。

近年来，嵩县通过科学投放、合理

捕捞滤食性鱼类，全面发展“保水渔业”，

通过“生物治污”“放鱼养水”“以鱼抑藻”

“以鱼净水”，每年增殖放流滤水性花白

鲢鱼种300余吨，扩种、引种银鱼卵5亿

粒，选育伊河鲂鱼200万尾，渔业年产量

在1300吨左右，实现了“好鱼养好水”。

“好水出好鱼！陆浑水库水质纯

净，为国家地表‖类饮用水。这里的鱼

是‘人放天养’，自然成长，肉质鲜美劲

道。伊河鲂鱼、陆浑银鱼、有机花鲢被

称为‘陆浑三宝’，全部通过了有机产品

认证。”洛阳陆浑盈源渔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孙国辉告诉记者。

“零彩礼”“县委书记当证婚人”“洛宁榜样”颁奖、新郎新娘为榜样人
物颁奖……

洛宁 移风易俗新风尚 精神文明好榜样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赵笑菊

实习生赵明星李峰文/图

“零彩礼”“县委书记当
证婚人”“洛宁榜样”颁奖、
新郎新娘为榜样人物颁奖
……1月10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零彩礼”公益集体婚
礼暨“洛宁榜样”颁奖典礼
在洛宁县文化体育中心隆
重举行。

当天，这10对新人的“零彩礼”公益

集体婚礼与“洛宁榜样”颁奖典礼一起举

行，洛宁县直机关、各乡镇负责人以及文

明家庭、道德模范代表等400多人参加活

动。

颁奖典礼上，该县2019年度“洛宁榜

样”10名年度榜样人物、1个榜样群体和

20名年度榜样提名人物受到表彰。

“洛宁榜样”获得者有新中国成立前

的老党员王中福，有被评为2019年度“河

南好人”的李应贤，有三代护林人杨红民，

有景阳镇孟村村河洛工匠杨守明等。他

们来自全县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岗位和行

业，美在平凡、美在善良、美在奉献、美在

坚守，是他们传递给我们崇德尚善的正能

量。“道德引领文明，文明推动进步。他们

是一群可亲、可信、可学，可爱、可敬、可追

随的‘洛宁榜样’！”洛宁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田小宁说。

最令观众和10对新人没有想到的

是，主持人竟然邀请他们上台为20名年

度榜样提名人物进行颁奖。

“两个活动放到一起举行，也是有意

为之。这10对新人，在破除陈规陋习、带

头移风易俗、引领婚嫁新风方面正是‘榜

样’。”田小宁说，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

乡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必然要求。

汇聚社会正能量，唱响时代主旋律。

据介绍，举办此次“零彩礼”集体婚礼是洛

宁县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的创新之举，也是

该县破除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俗，逐步建立

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传播文明理念、涵育文明乡风的具

体体现。

近年来，洛宁县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大力弘扬“忠勤厚正、创新共赢”的洛宁

精神，积极推进文明城市、镇、村“三级联

创”。坚持党建引领，以规立德、以文养德、

以评树德，建立了榜样人物发现、培育、宣

传、引领机制，每季度推出“洛宁榜样”人物

榜100名，现已推出27期270人，获得广大

网民点赞和浏览量累计229万人次以上，打

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示范街、

“文明诚信经营”示范街、“洛宁榜样”主题游

园，全县建成了11个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84个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建“专

业志愿服务队”“党员志愿服务队”“群众志

愿服务队”200余支队伍，全县目前各类志

愿者达到56327名。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舞台艺术送基层、“红色文艺轻骑

兵”等活动200余场次，开展“快乐星期天”

主题活动828场次，全县建成20个农村家

风家训馆，累计组织开展家风家训教育活动

46场次，形成了群体带动效应。

深入脱贫攻坚工作一线，发现典型，

树立典型，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全县干部

群众更加奋发有为的生动实践，全县选

树驻村干部标兵和优秀驻村干部 168

名，评选致富带头人899名，脱贫致富标

兵1461名，表彰“第四届洛宁县道德模

范”35名。结合脱贫攻坚“志智双扶”工

作，在所有农户中开展爱国爱党星、勤劳

致富星、文明新风星、孝老和睦星、环境卫

生星为主要内容的“五星文明户”评选活

动，全县累计评选表彰“五星文明户”

12276户。深入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

家风”活动，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弘扬家庭

美德，彰显社会公德，全县表彰“洛宁县首

届文明家庭”10户。大力弘扬孝道文化，

创新设立“孝善基金”，在全县广泛开展“好

婆婆、好媳妇、好儿女”评选活动，为全县

70岁以上老人发放孝善基金8890.91万

元，县财政累计补贴403.32万元，月均受

益70岁以上老人1.6万人左右。

“谢谢县委为孩子们举行这么有意义

的婚礼，减轻了父母的压力，减少了群众

的攀比。”1月10日，在儿子的集体婚礼仪

式上，来自洛阳市洛宁县庄上村的农民郭

曙光站在光亮的大舞台上高兴地说。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豪华的车队和

铺张的喜宴，但谈起婚礼的感受，新人们

个个难掩内心激动，直言“很幸福”。

“县委书记给我们当证婚人，上了电视，

全县都知道我们今天结婚，现场还来了这么

多亲朋好友和观众，认识的不认识的，反正

都是来祝福我们的，很幸福！”来自该县兴华

镇程岭村的新郎程相锋和新娘丁乐乐说。

“这种婚礼才是真的气派，县委书记

亲自做证婚人，还和我们合影，我要把大

照片挂在显眼的地方，希望我的亲戚朋

友同学都能看到，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都

加入零彩礼的队伍中来。”来自该县回族

镇王东村的新郎张凯激动地说。

“零彩礼”集体婚礼，在洛宁县尚属

首次。婚礼现场，这10对新人除了收到

祝福外，还有赞赏和认同。

“如今，在不少地方天价彩礼成了年

轻人结婚的一道‘坎儿’，这10对小青年

婚礼‘零彩礼’的做法，很有想法，是在弘

扬正能量，非常值得肯定。”现场观众卫

师傅这样评价道。

今年72岁的任师傅对10对新人的

做法也十分认同，“这样简单朴素的婚礼

值得提倡，对于双方老人而言减轻了不

少负担，对于新人来说省了不少麻烦，我

的孙子孙女，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将来，我也会建议他们效仿。”

“我倡议：自觉抵制高价彩礼，以‘零

彩礼’的实际行动，引领文明、节俭、健康

的婚嫁新风，弘扬社会正能量。倡导婚

事新办、婚事简办，树立文明新风尚。”

婚礼上，最幸福的是新人们。来自

城郊乡坞西村的新郎梁胡飞和新娘雷弯

弯就是其中幸福的一对。梁胡飞在新疆

打工，雷弯弯在苏州打工，2018年两人经

过熟人介绍相识相恋相爱。

“我们两家都是农村的，我哥结婚

时给了四万元彩礼，压得全家几年喘

不过气来。现在，我们在外打工靠着

自己的双手脱了贫，‘天价彩礼’只会

给年迈的父母带去更大的经济压力。”

梁胡飞说。

“我嫁的是他这个人，只要他能干、

对我好，我们一定能幸福，我的父母也

支持我！”雷弯弯说，对于以前农村的

“天价彩礼”，她本人也不认同，去年5

月，两人订婚后，就一直商量着结婚的

事儿，后来听说县里组织集体婚礼，就

报了名。

据介绍，洛宁县举办“零彩礼”公益

集体婚礼，旨在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工

作，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破

除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这10对新人

正是通过广泛报名筛选出来的。

正是对“天价彩礼”的陈规陋俗有了

统一的认识，这10对新人才凑到一块，有

了这场“零彩礼”集体婚礼。

【现场】

县委书记为
“零彩礼”新人证婚

【故事】“零彩礼”新娘：“我嫁的是爱情”

【反响】 这场婚礼真气派，有意义，影响深远

【倡导】“洛宁榜样”是乡风文明的最好诠释

新安县 精心烹制“双节”文化盛宴
九大项近30种活动为民惠民乐民

伊川县河滨街道

产权改革盘活村集体经济

洛阳邮政分公司与龙门石窟管委会签约

以邮为媒 传承文化

宜阳县

冬季植树热火朝天

1 月 9日，孟

津县朝阳镇煤窑

新村小学剪纸班

的学生展示自己

的剪纸作品。一

幅幅喜气洋洋、栩

栩如生的“鼠”图

案剪纸，饱含了孩

子们对祖国的深

深祝福！本报记

者黄红立通讯员

郑占波摄

洛阳第五届陆浑开渔节举行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