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砰——”，响声处升腾起一股白色的

蒸气，摊位相邻的两个大娘谈兴正浓，丝毫

不为所动。

汝州市建兴街南段，刚出炉的爆米花

香、糖炒栗子香、卤煮香……被来来往往的

车辆、人群搅碎，弥漫在街道上。

在临近春节走向万家团圆的时刻，疫

情又来了。1月8日，农历三九第一天，不

到下午6时，夜幕降临，但摊贩们却没收

摊。他们借着路灯、车灯，临街店铺的灯

光，等待顾客的驻足。

焦女士，64岁，卖糖炒栗子28年。兴

许是我们买了糖炒栗子，老人说话不再遮

掩。她白天在步行街固定摊位卖糖炒栗

子，晚上人少了就蹬着三轮来建兴街继续

摆摊，“孩子们都在外面打工，我自己有门

手艺，每天挣仨瓜俩枣的，顾住自己，不给

孩子们添麻烦就好。”

“自己用放心肉灌的香肠，16元钱一

斤。”司先生的一间店面，由他和妻子打理，

既卖调料、蔬菜和肉，也卖米面油。春节临

近，店面又增加了为顾客灌制香肠的买卖，

为的是多挣一分钱。

在风穴路租了一间店面的老席60多

岁了，以前只卖蔬菜和柴米油盐，现在也

卖肉，“有人来买菜，或许看到肉会顺手买

点，能挣一点是一点，一天不开门，房租都

交不起。”

老武今年65岁，退休之后每月能拿

4000多元，“我很知足，但我的租户日子就

不好过了。”老武有三间店面，一个女孩租

了7年卖小饰品，但今年年初退了两间。

女孩说，实在扛不住了，降房租免租金也租

不起了，只留一间看看情况。

在疫情来袭、寒意愈加彻骨的冬季，当

然也有暖心的事发生。

“他把我剩下的三个红薯全买走了，还

说了一句，新年好。”杜霞的烤红薯摊在风

穴路，这件暖心事发生在元旦。

那天天刚黑，一个戴眼镜的男士路过

杜霞的烤红薯摊买了两个烤红薯，包好之

后他又问，还剩下几个没卖完，杜霞告诉他

还有三个，那位男士全买了，临走时还说了

一句“新年好”。

杜霞今年46岁，丈夫在建筑队工作，

儿子读大四，女儿读六年级。春夏秋三季，

杜霞卖油茶、鹌鹑蛋，现在卖烤红薯，“最少

的时候，我一天才挣10块钱。”杜霞说，那

个戴眼镜的顾客，她会记他一辈子。

让他们寒夜早点儿回家
□策划：河南日报农村版汝州运营中心 执行：记者 张鸿飞实习生 张祎 文/图

疫情一轮接一轮，冲击撕扯着

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堤岸。走在街

上，找寻敲击人心的瞬间，猛然发

现，这些小摊小贩们的坚忍和可爱。

寒夜多坚持一分钟，今天就可

能多挣一元钱。“我们的摊是不是碍

事了？你说，我们改。”不止一个摊

贩、店主，像卖糖炒栗子的焦女士一

样，走近问情况，担心自己给文明城

市抹黑。

令人欣慰的是，有 70%以上的

受访者表示，会掏出三五元买东西，

让小商小贩们早点儿回家。

记者手记

▲迟来的晚餐

◀年货来了

▼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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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年鉴（2020）》获评全国一等年鉴

汝州495个志愿队4340名志愿者坚守一线

“接到村党支部的通知后，我立马

就写了请战书，毕竟我也算是有经验的

了。”志愿者张淑曼说。

2021年“7·20”连续强降雨引发

洪灾时，张淑曼是大峪镇第一批志愿

者，“作为一名大学生，我非常庆幸在

家乡需要我的时候，能贡献自己的青

春力量，我相信这场战役我们终将胜

利。”

入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复杂严峻，汝州市各乡镇、街道发出招

募令，号召辖区内的返乡大学生、退役

军人、居家群众等主动投入到防疫工作

一线。

来自汝州市委组织部的消息表

明，截至1月11日，汝州市组建志愿

服务队 495 个，有 4340 名志愿者在

值守卡点、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一

线岗位，志愿红为疫情防控注入了

强劲动力，让群众感到了安心、暖

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李红涛 通讯员贺艳蕾）记者

1月12日在汝州市采访时获悉，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于日前发布通报，表扬第

八届全国地方志年鉴类优秀成果，《汝州

年鉴（2020）》获评一等年鉴。

这是《汝州年鉴》获得的中国年鉴

类的最高奖项。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评审专家认为，《汝州年鉴（2020）》具

有三大优势和特点：一是资料记述精

准，二是体例设置科学，三是图文使用

规范。

来自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的消息

称，在编纂《汝州年鉴（2020）》过程中，

该办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编纂人员少

等困难，科学部署，合理安排，排除了疫

情防控对编纂工作的影响，取得了15天

完成全市147个单位年鉴征稿任务，3个

月完成初稿编纂的工作成效。

据悉，此前，《汝州年鉴（2020）》被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评为河南省入围

创优工程特等年鉴。

近年来，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先后编修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高质量地情专著，在汝州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存史、资政和育人

的重要作用。2019 年 11月 27日，汝

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被中国地方志指

导小组办公室评为全国地方志工作先

进集体。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

心记者李红涛 通讯员贺艳蕾）近日，由汝州

市政府主办、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编

的《汝州曲剧志》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

行（如图）。这是汝州市打造硬核宣传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又一成果。

曲剧是中国第八、河南第二大剧种。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南曲剧位列其

中。2011年，汝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

名为“中国曲剧之乡”。

作为第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河南曲剧的主要源头，汝州

曲剧在近百年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中，艺术

魅力日益提升，已成为汝州，乃至河南的

一张重要文化名片。但令人遗憾的是，长

期以来，汝州曲剧艺术尚没有一部系统的

史志类专著。因此，2019年，汝州市地方

史志办公室启动《汝州曲剧志》编撰工作，

历经两年时间和数十次研讨，数易其稿，

终于成书。

《汝州曲剧志》以述、记、志、传、图、表、

录、引为基本体裁，框架结构为章节体。全

书35万字，书首设概述、大事记，接着设曲

剧诞生与早期班社、现代演出团体等15章，

书末设附录、索引、后记。其资料翔实，体例

规范，布局科学，在专业地方志编纂的形式

创新方面得到省史志专家赞誉。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李阿
夏）“要强化督导考核，每周暗访一

次、每月考评一次、每季度观摩一次，

对交办问题连续两周未整改到位的，

将约谈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对

连续一个月未整改到位的，将约谈乡

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这是记者1

月 12日从汝州市农业农村局得到的

消息。

据悉，在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推进中，汝州市明确规定，各乡

镇、街道的每月考评总成绩，在市四大

班子联席会上通报，对总成绩排名前

三的乡镇、排名第一的街道，给予表扬

和资金奖励，要求排名最后的作表态

发言。

1月10日，汝州市召开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行动推进暨周例会，传达《汝

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方案》

等文件精神，集中观看暗访专题片，通报

问题整改情况，明确要求，各乡镇、街道，

要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绩清单”，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态长效化，

坚持不懈。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

员韩恒超）为热烈庆祝第二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1月10日，

汝州市公安局举行庄严的警旗

升旗仪式。

8时30分，升警旗仪式正式

开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中国

人民警察警歌》，警旗缓缓升起、

迎风飘扬。全体民辅警庄严敬

礼，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汝州公安

广大民辅警忠诚于党、一心为民

的崇高追求和枕戈待旦、力保平

安的必胜信念。

升警旗仪式结束后，汝州市

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

长温卫杰带领全体人员，面向警

旗庄严宣誓。接着，表彰了14名

优秀警务辅助人员，并分别颁发

证书和奖金。

温卫杰在讲话中强调，全局

上下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以忠诚使命、担当作

为，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井奕杰）1月7

日，汝州市召开2021年度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会

议，宣读了《汝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2021

年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通知》。

会议指出，各接收单位加强组织领导，坚持

“阳光安置”工作机制，确保安置工作公平公正公

开；要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

员李晨霄 张少丹）“计划用10

天时间对市区主要路段进行亮

化，为全市人民带来一个喜气、

祥和的新春佳节。”1月 13日，

在广成路段，汝州市路灯所的

工人们挂红灯笼，缠绕彩色灯

带，不停地忙碌着，渐浓的年味

弥漫在大街小巷。

当天，来自汝州市住建局

的消息称，为了兼顾节能减

排、节约资源，今年春节城区

灯饰全部使用节能灯具，能继

续使用的，在去年的基础上翻

新改造，精心布置，使汝州的

夜景更加璀璨夺目。

A “疫”线志愿红 风景最亮丽

B 青春是名片服务讲志愿

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们英姿飒爽，斗志昂扬；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他们迎难而上，寸步不让。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有这样一群汝州人，他们不是一线医护人员，但在核酸检测点、无主小

区、疫情联防联控值勤点……处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志愿者。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贾鹏

“您好！我是汝州市米庙镇流调工

作人员，根据交通排查信息联系到您本

人，现在需要跟您核实一下行程情况。”这

句话，李宜航每天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

李宜航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米庙

镇数据核查流调专班的志愿者。与李宜

航一同成为米庙镇流调志愿者的有5名

大学生，他们和派出所的民警组成了20

人数据核查流调专班，协助米庙镇疫情

防控指挥部开展行程轨迹追踪。

数据显示，汝州市现有1113名大

学生志愿者响应招募令，经业务培训

和重点强调后正式上岗成为疫情防控

一线的青春力量。

（更多内容请继续阅读RⅡ版）

《汝州曲剧志》出版发行

变“问题清单”为“成绩清单”
汝州市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督导

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

汝州市公安局举行升警旗暨宣誓仪式

表彰优秀警务辅助人员 韩恒超 摄

汝州市住建局
亮化道路迎新年

汝州市召开
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会议

升警旗 韩恒超 摄

◀再来一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