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2日，星期日，望着屋外的倾盆

大雨，郸城县委第五巡察组组长李思拿

起手机，拨通了吴台镇大牛岭行政村村

民孙光钦的电话：“孙大爷，你家的房子

现在建得怎么样了。”“李组长你好，房子

已经建好一层了，有空来坐坐，我们全家

都忘不了你的帮助。”孙光钦高兴地说。

事情还得从4月份郸城县委第五巡

察组对大牛岭行政村巡察说起。

当时，该县第五巡察组在吴台镇开

展村级巡察工作。巡察组到大牛岭行政

村走访时，孙光钦老汉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向工作人员求助，希望巡察组帮助解

决他与邻居烦心多年的宅基地纠纷。

巡察组组长李思带领组员实地查看

发现，孙光钦的主房屋顶被邻居孙玉唱

家的树压塌一半，1８年来无法住人。

向村干部了解得知，孙光钦与孙玉唱是

叔侄，孙光钦与孙玉唱的宅基地都是老

一辈留下的，分前后两处宅基，但两家

都不够用，孙玉唱想让孙光钦挪到别

处，但孙光钦不愿意，由此造成两家宅

基地纠纷问题。2002年，居住后院的

孙玉唱家的树砸塌了孙光钦的主房屋

顶，孙光钦只好重新申请了一处新宅基

地，并办理了宅基证，但在建房时又受

到孙玉唱阻挠，孙玉唱认为原房屋的问

题未解决，其老房子仍在，相当于占两

片宅基地，并强行在孙光钦新宅基地上

种植了树木，村“两委”多次调解无果，直

至巡察组进驻。

“清官难断家务事”，况且已过了18

年，多任村干部、镇干部都未能解决，“我

们能行吗？”组员问。

“群众的事就是我们巡察干部的大

事，不能再拖下去，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掉。”李思说。

巡察组多次走访，了解实情，及时与

村组干部进行沟通研判，制订调解方案，

向他们讲解新时代农村道德风尚、法律

条规等内容，并要求行政村干部帮助做

好双方的思想工作，最后双方都表示愿

意坐下来协商解决。经反复协商，双方

达成协议，孙光钦原房屋拆除干净后，孙

玉唱在规定时间内清理所种树木，困扰

多年的问题最终得以彻底解决。

7月8日傍晚，在宝丰县肖旗乡韩店

村的唢呐广场上，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

在表演，他们手中的乐器竟有一米多长，

原来这是一个个唢呐串联起来的“超级”

唢呐。吹唢呐的老人其中一个叫褚金德，

另一个是他62岁的弟子苏套。

一曲结束，两位老人拉过凳子坐在树

下和记者聊了起来。今年66岁的褚金德

看起来精神矍铄，“俺从小喜欢吹唢呐，家

里人认为吹唢呐没出息，是下九流，不让

吹，俺就趁晚上大人都睡了，偷偷跑到没

人的地方吹。”褚金德说，当时也没有人指

点，就是自己瞎琢磨。

14岁时，褚金德的二哥到县豫剧团

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褚金德开始跟着

二哥进行较为系统的乐器学习。1969

年，褚金德开始跟着村里吹唢呐最有名的

一位刘姓村民学习。

“吹唢呐必须吃得了苦，‘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手指肿了又消，才能变得灵

活。”褚金德说，“唢呐吹响容易，但吹好

不容易，高低音不好控制。要想吹好唢

呐，就要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反复地练

习。”

说起韩店唢呐，那可真是韩店村的一

个“宝”了。褚金德介绍说，民国初年，唢

呐艺人陈春堂和刘林经常到韩店村切磋

唢呐技艺，在他们的熏陶下，村里的年轻

人也跟着学习唢呐，使唢呐这一传统技艺

在韩店村落地生根传承下来。20世纪60

年代，韩店唢呐艺人队伍不断壮大，形成

了七八个演奏班子，每逢附近村有红白大

事，都会邀请唢呐班子参加,韩店村也成

了远近闻名的“唢呐村”。他们受邀演出

叫“出好儿”。

高中毕业后，褚金德回到韩店村当了

音乐老师。不久后，他就被县文化馆“挖

走”，从此专注于吹唢呐。经过多年的潜

心钻研和无数次的演奏摸索，褚金德练

就了独特的唢呐吹奏技艺：他能用鼻子

演奏欢快的乐曲，而且还能在唢呐上转

盘子演奏。1977 年，褚金德参加当时

许昌地区的唢呐表演获银奖，1979年获

得金奖……2006年，他被平顶山市委宣

传部授予唢呐状元荣誉称号，2017年褚

金德又被评为韩店唢呐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活”了韩店唢呐艺人的经济头脑，他们开

始以此赚钱谋生。最初，出一次“好儿”5

块钱，之后随着经济条件好转，“出好儿”

的报酬也水涨船高。到20世纪90年代，

“出好儿”的报酬在 150 元至 300 元不

等。“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韩

店村的‘万元户’基本上都是唢呐艺人。”

褚金德说，有的艺人“出好儿”最频繁时一

个月有20多次，少的也有十几次，一天最

多时要跑三四场。

频繁的演出让韩店唢呐声名鹊起，在

宝丰县，只要人们婚丧嫁娶需要请唢呐乐

班，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韩店，周边的汝州

市、郏县、鲁山县，也都来请韩店唢呐乐班

去助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

韩店拜师学艺，一时间，韩店村唢呐声不

断，笙音缭绕。

1987年，韩店唢呐班19个，他们的

足迹遍布周边市县，远至河北、山东、安

徽、山西等省份，人均月收入可达1300元

左右，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娱生活，各地

婚丧嫁娶都以能请到韩店村唢呐班子前

来演出为荣。2015年，韩店唢呐列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韩店唢呐艺人在河南省、

市、县唢呐大赛中屡获头等大奖，在河南

省及周边省、市享有盛名。韩店唢呐名

声在外，外出演出的唢呐艺人也能获得

不菲的收入。目前，韩店村唢呐已形成

产业化发展，现有从事唢呐制作5人，演

出团体30个200余人，年创收500余万

元，唢呐演奏成为韩店群众致富的一条

康庄大道。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振
侯宪丽）7月10日，在林州市振林街道

办事处向阳社区议事厅内，城关供销社

小区的议事组成员、老党员、居民代表

围坐在一起，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和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在各社区创建社区议事厅，给居

民搭建了一个自治的服务平台，就是要

将居民参政议政的机制‘放’到小区，让

小区的事在社区内自我商量解决，达到

小区居民高度自治，让我们在基层工作

上增加了更多‘眼睛’和‘耳朵’，使我们

工作起来更加高效、快捷。”振林街道党

工委书记郭金苏说。

为了畅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振林街道推出了“一厅四会”居民自我

服务模式。一厅即社区议事厅，主要承

担居民共商、共建的职能。议事厅成员

由小区长、楼长、单元长、律师、老党员、

老教师、物业相关人员组成，积极调动

居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并解决居民群众

生活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四会即恳谈

会、议事会、反馈会、评议会。

“自6月份创建社区议事厅后，社区

和居民之间的心贴得更近了，特别是在老

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不仅让老旧小区改造

到了居民的心坎上，进一步激发了居民参

政议政的热情，还为共同谱写共建共治共

享的幸福曲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振

林街道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侯艳风说。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昌
奇）7月 13日，2020年国家跳伞队挑战

赛在安阳永和通用机场正式开赛。来自

国家跳伞集训队、河南省跳伞队的40余

名国内优秀跳伞选手齐聚于此，展开激

烈的角逐，上演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

运动学校主办，安阳县人民政府承办。活

动分为两个阶段：7月13日至7月17日

为赛事阶段，角逐集体定点、男子个人定

点、男子个人特技、女子个人定点、女子个

人特技五项冠亚季军。7月18日至20日

为跳伞体验阶段，将通过预约方式，邀请

部分航空运动爱好者和网友体验飞行和

双人伞跳伞运动。

近年来，安阳县依托独有3000米以

下、4420平方公里的低空报告空域和国

家确定的首批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

范区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政策优势，把通

航航空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积极探索通航

产业发展道路，加快“一机场两中心”建

设，吸引了河南美鹰、中贯智能、陕西金

宇、法国G-1、以电航空、河南贯辰等一批

通航企业落户，不断壮大通航产业规模，

着力实现“建好国际航空运动城、打造高

端产业新优势”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杨青）7月13

日，由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主办，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

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省分公司承办，河南省公安厅、共青

团河南省委、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郑州

海关等共同协办的“疫路‘邮’您2020中

原力量”——《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票

捐赠仪式在郑州举行。

仪式上，河南邮政特别向亲赴湖北

一线支援抗疫的医疗队员代表，向积极

参与全省抗疫工作的省直医护、公安、

交通、海关、新闻、教育、环卫、社区、建

筑、志愿服务十大行业代表们，捐赠了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特种邮票、《万众

一心 抗击疫情》个性化邮票等，以“国家

名片”邮票的形式，展现中原儿女携手

战“疫”的无私大爱和奋勇向前的斗争

精神，致敬社会各界抗疫一线的平凡英

雄们。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总经理杜福介绍，抗疫期间，河南

省1281名医疗队员逆行出征、驰援武

汉，1.3万名医务人员不畏生死、冲上火

线，铸就了“硬核河南”的光辉形象。中

国邮政发行的《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1套

2枚，将邮票和邮品的发行收入4300万

元全部捐赠，用于抗击疫情工作。河南

邮政将为全省1281名援鄂医疗队员每

人赠送一套抗疫邮票和专属的肖像邮

票纪念邮折，以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

意。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7月13日，由

新乡县盐业公司举办的食盐经营业务

技能提升培训活动在该县举办，培训内

容涵盖与食盐营销相关的财务管理、产

品流转、网络平台应用、市场开发等内

容，该公司 50多名业务骨干参加了培

训。

盐业体制改革以来，新乡县盐业公司

积极面向全省开展食盐经营活动。截至

目前，该公司业务已拓展到河南14个省

辖市，设立了35个县（市、区）销售部（分

公司），经销15种食盐产品。

按照盐业体制改革相关要求，新乡县

盐业公司对所录用的员工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不断加强业务技能培训，公司经营

业绩得到提升。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李林欣洪唱)日前，淮滨县

马集镇郭集村新艺网业党支部被县里

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这让33岁的郭豪

激动不已。

郭豪家有十几年手工编制地笼网

的技艺，从2006年至今，从小小的郭集

村渔网加工厂发展为有着正规厂房生

产车间的新艺网业有限公司。

扎网框、缭网须、套网布……郭集村

很多人除了农忙时节常年都在忙着编制

地笼网。用村民的话说就是：人家用地

笼网捉泥鳅，俺们编地笼网“拢”钱。

目前，村里参与编制地笼网的群众

共321人，每人每天基本可制作25个地

笼网，每个1.4元，一天收入35元。一年

中除去农忙，平均可制作地笼网9个月，

人均年纯收入达7000元以上。

17年扎根山村守护村民健康
（上接第一版）

放弃高薪扎根山村无怨无悔

“人家振元不是没有机会出去挣大

钱。他姊妹5个，除了他在家当村医外，

其他几个人都在海南发展，也都混得不

错，姊妹们多次让他到那边去（开诊所），

他都没有去。”熟悉他的村民张瑛歌说。

前些年，张振元大学时的一个刘姓

同学在郑州开诊所，事业风生水起，甚

至买了好几套房子。他多次给张振元

打电话，让他去郑州那边帮忙，说一个

月最少给1万块钱的工资，可张振元谢

绝了。“村里许多人都说，你可不能走

（离开黄沟村去别处发展）呀。你一走，

我们今后有病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也都

没啥依靠了。再想想当初自己的信念，

也就坚持下来了。”张振元说。

这一坚持就是17年，如今张振元的

名气也越来越大，除了本村外，附近南

营村、张沟村甚至下汤镇的袁庄村、社

楼村的一些群众也过来找他看病。“虽

然自己的收入比不上在大城市发展的

同学们，但想想自己赚的钱也够一家人

的开销，日子过得也算可以，心里也就

慢慢平静下来了。”张振元淡淡地说。

由于有知识、懂电脑，2014年时，已

是共产党员的张振元被选为黄沟村党

支部委员，后连任至今，并兼任村文书

和村扶贫管理员。全村建档立卡户108

户404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因病致贫

家庭，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书面材料及

会议记录、报账、贫困户信息采集汇总

上报、录入等工作繁重，有时工作忙，他

就加班到深夜，身兼数职不言累。

“以前也想着让振元出去发展，但

看到他离不开家乡，我也没有强劝他离

开。现在家里老人年纪大了，俩孩子还

小，也都需要照顾。其他姊妹都在外

边，我就在家里多尽些孝，照顾好孩子

们。虽然振元在村里当村医钱挣得少

了些，但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就

是幸福。”通情达理的妻子于娜说。

临别时，张振元站在村口的向日葵

旁边相送，伴随着汽车的离去，他的身

影在记者的视线里渐渐地模糊和路边

那一大片执着而又坚定的向日葵融为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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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郭集村

村民编地笼网“拢”钱

新乡县盐业公司
开展技能提升培训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票
捐赠仪式在郑州举行

林州市振林街道

探索“一厅四会”居民自治模式国家跳伞队挑战赛
在安阳县开赛

吹响省内外的韩店唢呐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栋原晋洋

“奔跑吧豫小康”主题征集活动开始
（上接第一版）青春小康：展现青年一代

对小康生活的理解与憧憬，分享他们眼

中的小康生活。家庭小康：晒一晒最温

馨、最动情的家庭生活瞬间，从点滴处

反映平凡家庭的小康生活。互动小康：

畅聊你对小康生活的认识与感悟，加入

“晒小康”大部队，一起与我们分享自己

的小康生活

你可以这样参与进来：1.微博带话

题#奔跑吧豫小康#发送图片或视频即可

参与。2.带话题#奔跑吧豫小康#在抖音、

快手等平台拍摄同款爆火网红小视频。

3.也可以将你的图片或视频通过邮箱

bpbyxk2020@163.com发送给我们。

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加入我们：即日

起至8月31日，上传照片或视频至微

博、抖音、快手及大象新闻客户端等平

台，我们将边征集作品边展播，入围作

品将在河南日报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

端、大河网、映象网等平台进行展播。

我们可以给你这些：让你腰包鼓鼓

的【千元红包】，让你倍儿有面的【荣誉

证书】，还有主流媒体平台为你的作品

“保驾护航”哟！还等什么？来吧，加入

我们！Show出“你的幸福瞬间”，让我

们一起“豫见”小康！ （本报记者）

7月14日，杞县县城一名家长和孩子在向日葵田间绘画。暑假期间，城里的许多小朋友来到郊外乡村，感受乡村美景，使自己的暑

假生活过得有意义。 刘银忠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秦帅领
董凡）“自实施交通扶贫工程以来，俺村新

修了柏油路，种上了绿化树，安装了路灯，

每天晚上大家跳跳广场舞，生活过得可舒

心，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7月11日，在

许昌市建安区张潘镇城角徐村，谈起村里

的变化，村民丛培霞高兴地说。

近年来，建安区坚持以“强设施、美环

境、富群众、促脱贫”为目标，采取有效措

施，加快推进扶贫项目建设，通过项目驱

动加速小康步伐。自2016年以来，该区

共安排和实施扶贫项目达596个，其中基

础设施类项目252个、产业扶贫项目269

个、其他类项目75个，共安排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近4.3亿元。

建安区高度重视扶贫项目建设工作，

把扶贫项目纳入全区重点项目建设盘子，

实施扶贫项目专班推进机制，明确一名区

处级领导抓扶贫项目建设。特别是今年

春节过后，该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把扶贫项目作为全区第一批开标项目，坚

持特事特办，开辟绿色通道，对施工人员

和车辆发放特别通行证，优先保障扶贫项

目顺利实施。截至4月底，完成21个扶贫

项目施工任务，项目资金拨付额和拨付速

度居许昌市第一，创造了“建安速度”。为

确保项目无障碍落地，该区积极探索实施

“1+N”扶贫项目库建设模式，明确扶贫部

门牵头，由15个行业部门专业人士依据

全区脱贫攻坚三年规划，结合各乡村实际

需求，按照“缺什么就补什么”“急需什么

就解决什么”的原则，先行谋划本领域的

扶贫项目，再经过村、乡、区、市四级规定

程序，立项入库。“我们在2016年建立扶

贫项目库的基础上，2018年对项目库进

行了规范完善，每年还按照上级要求对扶

贫项目库进行动态调整，在区政府网站进

行公示，接受监督。”建安区副区长孙俊洲

说。

针对未开工的扶贫项目，建安区有关

部门及时跟进，了解情况，清除障碍；对正

在施工的扶贫项目，不定时进行现场督

导；对已经完工的扶贫项目，按照“施工单

位合格后——主管行业部门初步验收

——提交验收申请报告——扶贫办组织

竣工验收——审计部门对项目审计——

拨付资金”的流程进行验收。每两个月对

项目进行督查，对督查中发现的项目质

量、建设进度、公示公告等问题，严格督导

监管。2016年以来，该区共督促252个

基础设施项目实施了公示公告，项目合格

率达100%，资金使用实现了零差错。

2016年至2019年，建安区投入扶贫

资金1.6亿多元，在32个贫困村、18个市

定贫困发生率高的非贫困村等村庄实施

了基础设施类项目，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7000多万元，在114个行政村实施了产

业扶贫项目，全区5118户11648名贫困

人口从产业扶贫中受益。

“下一步，建安区将尽快实施2020年

第二批扶贫项目，加强项目监管，打造样

板工程，确保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作出积

极贡献。”建安区区长马浩表示。

许昌市建安区

对扶贫项目实施专班推进机制

18年烦心事一朝化解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李燕赵洪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