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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在位于深山区的禹州市

鸠山镇魏井村大牡丹坪自然村，全村男

女老少65口人聚在打麦场上，齐声喊出

“新年好”。（如图）此时，几十部相机的镜

头定格在这一幸福瞬间。

临近春节，禹州市摄影家协会与恒

达房地产公司、众康商贸公司和爱美神

等爱心企业联系，提前准备了60桶油、

60袋大米、60个大红的中国结和200余

副对联等礼品。12日上午，摄影家协会

负责人和爱心企业家、志愿服务者和46

名会员，冒着严寒来到了禹州市西部最

偏远的深山小村牡丹坪，为长年不下山

的乡亲们照上一张“全家福”。

听说城里来的摄影家要为大家照

相，乡亲们都非常兴奋。年轻人扶着老

人，妇女们抱着孩子，男女老少65口人

集合在打麦场上。尽管他们面对这么多

陌生人略显拘谨，但面对镜头齐声喊出

“新年好”时，那一张张笑脸是那样的开

心、那样的真诚！

拍完了“全村福”，党支部书记王建

安还与志愿者一起，为每个家庭送去了

大米、食用油、春联和喜庆的大红中国

结，让这个小山村充满了红红火火的年

味。

摄影家们还热情地为23户家庭拍

了全家福。今年35岁的蔡自伟在云南

打工，头一天才刚回到家，他搀上父母和

74岁的伯父，妻子李晓丽抱上4岁的儿

子蔡昀，一家人坐在院子中央，乐呵呵地

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第一次照

全家福，真是太幸福啦！”蔡自伟高兴地

合不拢嘴。

就在打麦场，张淑芳、杨华丽等志愿

者们还支起音响，为乡亲们表演歌曲《走

进新时代》《父老乡亲》、戏曲《抬花轿》

《十祝福》、合唱《我的家乡在禹州》等，尽

管天气寒冷，可演员们唱得投入，乡亲们

看得入迷，那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乡亲们

的心情。“唱得真好啊，这腔调比那电视

上的都好听！”村民白成妮高兴地说。

临近中午，打麦场上飘来一阵诱人

的肉香。志愿者们早早垒起了锅灶，三

大锅热腾腾的大肉烩菜刚刚出锅。全村

人每人盛上一大碗，就着白馒头，开开心

心地吃上一顿团圆饭。69岁的李枝老

人高兴地说：“俺在这大山里过了几十

年，这样热闹地过新年还是头一次，心里

真高兴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
强 董淑艳）“工作队为俺写的对子（对

联的意思）是‘英明政策改旧貌，政通人

和得民心’，横批是‘不忘党恩’。这对

子写得好，符合俺的实际情况。你看，

党和政府为俺实施了危房改造，还给俺

架了电、通了水，俺心里别提有多感激

了。但是俺这人嘴笨，不会说，这副对

子就算是表达一下俺的感激之情吧。”1

月10日，鲁山县瀼河乡赵楼村6组贫困

户孙天顺笑得合不拢嘴。

“春节快到了，我们驻村工作队邀

请单位几个书法爱好者，来到村里为贫

困户义务写‘福’字和春联，算是奉献一

下我们的爱心吧。”平顶山市房产管理中

心驻赵楼村工作队队长蔡国伟介绍道。

“前段时间，工作队和俺们村‘两委’

商量，决定趁着周五集中帮扶日，开展一

场‘迎新春、送祝福’活动，大伙儿带着笔

墨纸砚，到贫困户家为他们书写‘福’字

和对联。”陪着书法爱好者入村串户的

赵楼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军介绍道。

当天上午，市房产管理中心工作队员

与书法爱好者一起，来到每户贫困户家

中，根据该户家庭实际情况和要求，现场

书写春联。一张张大红的“福”字，充满喜

庆；一副副吉祥的春联，寓意美好。据了

解，当天工作队共现场书写春联80多副，

“福”字100幅。红红火火的春联，墨香四

溢的“福”字，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在春节来

临之际送到了广大贫困户家中，也为他们

送去了节日的祝福与脱贫奔小康的信心。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宋祖
恒）今年春节禁售禁燃烟花爆竹，农村也

不例外，但是，传承几千年的风俗习惯怎

样才能得以保留，让群众过上一个有年

味的春节？1月13日，记者在武陟县西

陶镇看到，这里的年味没有因为“禁燃

令”而减弱。

春节到放鞭炮，这是千年来老百姓

过年的风俗习惯，但是在今年的西陶镇

里，记者只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清脆鞭炮

声，却找不到放炮留下的纸屑和烟雾。

“把这挂电子鞭炮给俺试试响声咋

样。”“响声中不中？”“中！”“俺买两挂。”在

武陟县西陶镇政府对面，十几个群众正在

挑选购买电子鞭炮。据介绍，为杜绝禁售

禁燃烟花爆竹，进入腊月后，该镇在镇政

府大门口悬挂两挂电子鞭炮，还为全镇

22个村、职能部门、学校、企业发放样品

电子鞭炮，目的就是早宣传早推广，让全镇

群众过上一个安全环保文明祥和的春节。

同时，通过传单、短信微信、宣传车

辆、电子屏幕、农村大喇叭等传统和新媒

体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镇村干部还逐村逐户发放倡议书，逐户

签订承诺书。

为有效落实“禁燃令”，该镇还制定

了资金奖惩措施，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

全镇通报批评、取消村集体荣誉、对分包

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进行党纪责任追

究、对党支部书记作停职处理以及取消

党支部示范村资格等措施。记者在镇禁

收烟花爆竹日统计表上看到，截至目前，

全镇烟花爆竹点已全部取缔。

新年新气象，新年喜事多。1月14日

上午，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魏寨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分红大会如期举行，全村1954

位股民领到了每股200元的分红。

华龙区孟轲乡魏寨村于2016年成

立了魏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同步实施

了城中村货币化安置改造，让村民变成

了市民，合作社的成立又让村民变成了股

东，集体经济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此次分红为合作社统一经营的村安置小

区门面房租赁收益，共计39.8万元。这

也是该村集体经济收入的第一桶金。

魏寨村70多岁的村民王五明告诉

记者，这次分红他分到了3400多元，城

中村改造不仅让老百姓住上了新房，更

增加了收入。

据了解，原魏寨村辖8个村民小组，

493户，2230余人。城中村货币化安置

改造2016年启动，2017年开始搬迁，对

原村庄进行了拆迁，村原有群众于2018

年9月搬入了东湖湾新居。经过货币化

安置改造，村集体土地、房产、道路和管

网等评估后，新增集体资产5160万元，

按照章程规定，分配到总股本中去。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安排村

干部到城中村改造的先进地区学习经

验，经过多方考察论证，魏寨村通过召开

股东代表及股东户会议，决定投资4500

万元，在东湖湾购置4000多平方米商业

门面，作为村固定资产进行租赁。目前已

投资3000万元，购置的商业门面大部分

已经出租。经过两年的时间，商业门面增

值1400万元（每平方米升值3500元）。

魏寨村还将与花乡二手车市场联

营，通过花乡征地50亩，纳入二手车市

场总体规划，土地产权归属魏寨，收益归

魏寨。同时，合理安排老村庄土地用途，

依托政策，发展特色项目，最大限度地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力争到2025年实现集

体资产翻两番。

“看，这是魏书记给俺修的房。”一提

起驻村第一书记魏曾，辉县市南寨镇蒿地

掌村贫困户宋张法、侯书明就把记者往家

里拉。他们曾经破败的石头房变成了如

今有吊顶的温馨小屋。

“魏书记给俺们带来的轰隆声，听着

真带劲。”村民们说，蒿地掌村以前穷，没

有制粮设备，吃面要肩挑背扛、翻山越岭

到5公里外的邻村去加工，是魏曾购置了

磨面机、脱壳机送到村里，让“轰隆隆”的

机器声飘荡在蒿地掌村上空。

从2017年11月被辉县市财政局派

驻到蒿地掌村，魏曾吃住在村，几乎没有

离开过村子。离开最久那次，是因为受了

伤，在医院躺了3个月。

2018年3月，魏曾独自来到村庄外的

山坡处查看蓄水池项目，不慎在爬坡时踩

到非法偷猎野兽的电网，被电击休克。

被山风吹醒后的魏曾，踉跄着回到村

里，他没有声张，只是找到老村医，抹了抹

碘酊做了简单包扎，就继续全心投入工作

中，直到几日后脚部和腿部的伤口开始溃

烂流脓才去往医院。经检查,魏曾全身6

处严重烧伤，肌肉坏死，其中3处为大面

积深度电击伤。

魏曾受伤住院的消息传到了蒿地掌

村，村民们急了。六旬老汉宋广发带着5

斤鸡蛋和2瓶蜂蜜，开着自己那辆从不出

山的农用车，从辉县大山里跑到新乡市区

看望魏曾。

“我还是回到蒿地掌村吧！”经过3次

全麻手术和5次清创并对左脚更换人造

组织后，躺了3个月病床的魏曾，终于出

了院，他却放弃静养，向单位领导申请马

上回村。“承诺村民的事好多都还没做，自

己咋能跑。”魏曾撂不下对村民的惦记，依

旧在蒿地掌村坚守，全身心投入到扶贫工

作当中。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
桉王向丽）在宝丰县平宝路中段的复

康按摩推拿店里，盲人按摩师张锋军

正在给客人按摩。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推拿、按摩、刮痧、拔罐，每一项技

能他都驾轻就熟。

现年47岁的张锋军家住闹店镇

大张庄村，自幼双目失明。妻子张巧

与张锋军同村，幼年患小儿麻痹症，

肢体三级残疾。两个苦命人结为患

难夫妻，并生育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都很健康，一个初中

毕业在市区一家餐馆打零工，小儿子

在读初中，他俩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张锋军说。回想起几年前的家庭境

况，张锋军颇有感慨：父母年龄均在80

岁左右，两个孩子还小，一家三代6口

人，日子真是不好过。迫于生计，早年

张锋军经常去临近村庄的香山寺石阶

前乞讨。2016年年底，他家被确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镇里帮助我盖了住

房，办理了低保，又帮我改厨、改厕，还

享受多项扶贫政策资金，学生上学还

享受雨露计划，一下子就帮我解决了

大问题。”张锋军感激地说，“但是光靠

扶贫政策也不能照顾我一辈子呀，孩

子长大了还有很多花钱地方，我就想

着通过自己的劳动走出困境。”

2018年底，镇残联帮扶干部郭耀

峰找到张锋军：“平顶山市残联康教

中心组织了盲人按摩班，你想不想去

学习按摩技术？”经过三个月的学习，

张锋军拿到了结业证书，并直接被按

摩店招走，收入从刚入行的每月1000

多元增长到2000多元。打工的收入

加上政策性扶贫资金，全家人均收入

达到9500元，于2019年10月份光荣

脱贫。

近日，沈丘县留福镇曹桥行政村

张营自然村草莓园热闹起来了。红

彤彤的草莓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采

摘、玩自拍。

“草莓园占地5亩，刚刚进入盛果

期，品种为‘宁玉’，抗病能力强、早

熟、果大、色相好、耐储运，加之味道

鲜美，颇受消费者喜爱。”草莓园主人

崔海山告诉记者。

今年45岁的崔海山原是一名返

乡农民工，2016年返乡后流转土地

60亩，成立了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植早熟西瓜，当年纯收入20万元，

从此改变了家庭状况，“种”出了幸福

的好日子。

去年年初，崔海山对种植结构进

行了适当调整。春季种了10亩早熟

西瓜、40亩葡萄、10亩桃树，光西瓜

收入了8万多元。

“在家种地收入，比在外打工东

奔西跑的强多了。”崔海山的妻子范

翠兰说。

在崔海山的葡萄园里，从洛阳

聘请的果树农技师张秀梅正在剪

枝，她介绍说：“葡萄品种为‘阳光

玫瑰’和‘夏日阳光’，明年葡萄和

桃树即可挂果，虽然还不到盛果

期，预计每亩收入 4000 元左右。

进入盛果期后，每亩收入不会低于

8000元。”

“新年新气象，新的一年，我要让

自己的种植基地一年四季瓜果香，双

手‘种’出好日子！”崔海山信心满满

地说。

盲人按摩师张锋军

双手按出“光明景”

返乡农民工崔海山

一年四季瓜果香
双手“种”出好日子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余娜
王化远）正阳县在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治

理大提升行动中，分级建立起覆盖县、

乡、村的路长组织体系，全面推行“路长

制”，实现了农村公路建、管、养、运的协

调可持续发展。

县农村公路管理所按照行政区域

与公路行政等级，设立县、乡、村三级路

长，路长对责任路段的公路桥梁、附属

设施、路容路貌、交通秩序、绿化和环境

卫生等，全面实施综合管理制度。

在推行“路长制”管理的基础上，管

理所以“四好农村路”建设为抓手，着力

提升农村公路管养水平，全力打造“畅、

洁、舒、美、安”的农村公路。2019年，他

们制作“路长制”牌920块、“三包”责任

牌6500块，坚持对全县890公里县乡道

路进行日常全面养护，明确沿线群众爱

路护路公约；全县大中修养护投资450

万元，拆除违章建筑57处，取缔违规摊

点137处，县道100%实现了“路田、路

宅分家”，有力保障了农村公路的安全

通行；投资6581.98万元，建设民生实事

工程107个项目，110公里，建成中心养

护站2个，公路驿站3个，修建美丽农村

路13.6公里。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超
刘会丰）1月3日下午，内黄县亳城镇纪

委书记胡刚勇与该镇马次范村部分干

部、党员、群众代表一起来到内黄县委

巡察办，将两面绣有“为百姓排忧解难

做人民满意公仆”和“基层巡察听民声

为民办事民称颂”的锦旗，送到了县委

巡察办负责人手中，以表达对县委第十

七巡察组的感谢。

原来，内黄县委第十七巡察村（社

区）组近期在亳城镇马次范村巡察时，

发现该村许多村民对村北路被堵一事

意见纷纷，还接到村民举报信、信访件

及电话，一致要求解决堵路事件。巡察

组了解得知，马次范村北老果园西和村

耕地东中间，原有一条3米宽、500米长

的乡间道路，通向村公坟。这条路本是

为方便村民上坟及耕种而修的，但因三

年前路两边村民闹矛盾，此路逐渐被侵

占为耕地，形成断头路。路堵后，村民

干农活、上坟等须绕行数里，给生产、生

活造成极大不便。乡、村干部也曾经多

次进行调解，但因堵路原因错综复杂，

双方又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调解均无

果而终。

巡察组组长柳晓彬说：“事关群

众利益和社会稳定，也是群众高度关

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我们一定

要扎扎实实解决好这群众所急、所

盼、所忧。”巡察组及时与亳城镇党委

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向村党支部下达

立巡立改通知书。同时，巡察组和

乡、村干部对堵路双方积极做思想工

作，尤其对主要一方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讲古代“让巷三尺”典故，促使

其让步配合。终于，困扰群众三年的

难题半个月内就解决了，随着一条宽

阔平坦的乡间道路悄然复生，一条连

接党心民心的大路也在群众心中油

然而生。

内黄县

巡察解民忧 修通“连心路”

正阳县

县道100%实现路田路宅分家

驻辉县市南寨镇蒿地掌村第一书记魏曾

群众不富不言归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段永强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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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5人山村拍了人山村拍了““全村福全村福””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刘艳红文/图

鲁山县瀼河乡
新春未到“福”先到

濮阳市魏寨村 村民变股东 人人有分红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任亚萍

风俗几千年 味道变新鲜
武陟县西陶镇电子鞭炮走俏年货市场

奋斗才有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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