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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远高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怀着对

中国共产党的热爱，47年间收集红色

藏品4万余件，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农

民收藏家。他就是洛阳市偃师区府店

镇府西村农民潘西军。

7月 8日，记者慕名来到府店镇中

原红色博物馆的建党功勋纪念馆，见到

了潘西军本人，他正在往展柜里分类放

置党史文献资料。

“我年轻时就酷爱收藏邮票和毛主

席像章。”今年69岁的潘西军告诉记者，

1975年，他在当时的偃师县和洛阳市的

地摊和古旧书摊上经常看到散落的党

史文献书籍和图片，有些还是党内秘密

文献，因而萌生了抢救并珍藏这些红色

历史文物的念头，开始利用有限的资金

收集整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领袖

著作和图片等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

1979 年，潘西军在郑州市古玩市

场“寻宝”时，意外地在一卷报纸中发现

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

习”墨宝真迹，这让他兴奋不已，最后忍

痛花了1900余元高价将这卷报纸抱回

家中，这笔钱在当时算得上是巨资了；

1986 年，他在开封一家古旧书店

发现了一张 1960年首次出版的《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又花1200元将

其买回了家，而这些钱是他承包 20亩

土地种植瓜果蔬菜一年全部的收入；

…… ……

从1975年到 2001年，是潘西军抢

救保护珍藏红色文物的重要时期。这

些年，他在自己家中开办了红色展览

馆，吸引了无数领导和群众慕名参观，

影响越来越大，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河

南日报等媒体纷纷对其进行宣传报道。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2013年，潘西军创办了“偃师市新中国

伟业纪念馆”，这是偃师第一处红色教

育基地，先后被河南省、洛阳市有关部

门授予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洛阳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潘西军本人也先后

被授予河南省“国防教育先进工作者”

“洛阳市市民标兵”、偃师市（现偃师区）

“敬业奉献道德摸范”等荣誉称号。

2021 年，府店镇决定利用潘西军

的藏品筹建一个红色老区纪念馆。当

年 11月 26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

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国家副

主席董必武的孙子董永生在参观筹备

中的展品时，欣然题写了“中原红色博

物馆”馆名。

中原红色博物馆共分为建党功勋

纪念馆、党史文献陈列馆、红色艺术博

览馆、红色基因谱系馆、红色精神体验

馆五大展览部分，集中展现了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

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以

来取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充分体现

了豫西老区人民幸福不忘根本，以实际

行动爱党报国、传承红色基因的无私奉

献精神。

府店镇党委书记杜利锋告诉记者：

“潘西军老人历时47年，倾其所有收藏

了4万余件珍贵的党史文献资料，这种

精神令人钦佩。如今，中原红色博物馆

的建党功勋纪念馆也将开馆，我们就是

要用红色资源带动红色旅游，用红色旅

游助力乡村振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

好，让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阳
东）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确山县是首批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域旅游大力度推

进，乡村旅游景点星罗棋布。7 月 9

日，记者走进该县三里河街道中店社

区的乐中民宿，只见这里鸟语花香，

坐山拥水，自然环境优美。

中店社区地处乐山脚下，出行

难、土地少等曾经长期困扰着当地群

众，阻碍着他们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三里河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班子

把群众增收致富和美丽乡村建设有

机结合，决定利用中店社区依山傍

水、生态良好、民风淳朴、乡风文明的

优势打造中店民宿群，让当地群众通

过乡村旅游增加收入。

三里河街道成立乐中民宿建设

工作专班，到科研院所、大学院校请

相关专家到中店实地调研论证，力求

制订最精美、最优秀的设计方案。很

快，让人眼前一亮的图纸展现在大家

面前。

发展乡村旅游，完善的道路基础

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是前提和

基础。三里河街道负责人带领大家

发扬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解决一

个个难题，落实一项项举措，让乐中

民宿建设一步步铺展开来。

如今，走进乐中民宿，“林溪小

院”“新龙门客栈”等一排排民宿整齐

排列，环绕在民宿周围的是绿水青山

和葱茏田园，让人倍感亲切、流连忘

返。在乐中民宿，“民房变客房、农民

成房东”成为现实，村民不出家门就

能挣到钱，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一

起，感受着美丽乡村的舒适，体验着

绿水青山的美好。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7月 10日，在鲁山县团城乡鸡冢

村一个小游园的长廊下，几名身着红

色服装的志愿者正在举行献爱心义

务理发活动，虽然条件简陋了点儿，

但还是吸引了不少老人前来。

“对农村人来说，理个发能省下

五块八块的，也不算少。有些人不讲

卫生，成年不洗头，人家也不嫌弃，老

范一家子都是好人啊。”当天前来理

发的66岁村民赵香说。

赵香口中的老范指的是“诚实守

信河南好人”范钦宪。原来，当天的

几个志愿者中，除了范钦宪外，还有

范钦宪的妻子、女儿、女婿、外甥女

等，基本上属于“家庭式”爱心团队，

特别是有着理发技术的妻子王会云

成了他的“死粉”，经常夫唱妇随地为

群众提供理发等志愿服务。

“女儿、女婿平时在外边卖丝绵，

每年在夏天天热时歇上两三个月，这

段时间他们就主动跟着我搞志愿服

务，说是也要奉献点爱心。”范钦宪说。

前几年，范钦宪牵头成立了“夕

阳红”志愿者团队，最初的服务对象

是困难群众和孤寡老人。“但村里有

些留守老人也经常过来‘蹭’个免费

服务，我们也不好推辞。时间长了，

村里有些老年人也会直接到家里来

免费理个发，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

也从没推辞过。”王会云说。

“基本上是一个月抽出十来天，11

个村轮流转。下乡理发，三五个人最

多一天理了 50多个头。到比较远的

村庄时，我们中午就自己做点蒜面条

吃，做好事不能图名图利。”范钦宪说。

范钦宪因常年为当地烈士守陵，

几年前获得“诚实守信河南好人”“平

顶山市道德模范”“鲁山县道德模范”

等诸多荣誉（本报曾做报道）。近年

来，“夕阳红”志愿者团队每次下乡，

除了为群众提供理发服务外，还为乡

亲们免费修理桌椅、焊接农具、演出

文艺节目等。这个团队中，范钦宪的

家庭成员和亲戚就占了 7个人，老范

一家“爱红装”的义举也获得了当地

群众的广泛赞誉。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闫红
伟）7月 10日，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

水屯镇禾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

态葡萄园里，一串串颗粒饱满、晶莹

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紫如水晶、绿

似碧玉，清香扑鼻。

“眼下，我们采用新技术种植的绿

色有机阳光玫瑰葡萄进入采摘期，每

天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市民络绎不

绝。”葡萄园园主李俊山一边采摘葡

萄，一边向记者介绍，现在园内种植有

阳光玫瑰、夏黑、巨峰等多个葡萄品

种，采摘期从6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

穿梭在葡萄架下，果香沁人心

脾。只见游客们挎着篮子，拿着剪

刀，亲手剪下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

萄，不一会儿就满载而归。

“暑期带着孩子来这里摘葡萄，

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而且

能让孩子知道葡萄是怎样种出来的，

寓教于乐。”市民郭女士一边说，一边

向记者展示刚摘的葡萄。

“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将每串葡

萄的颗数严格控制在60颗左右，多了

会被剪掉，否则影响口感和大小。这

正是阳光玫瑰葡萄颗颗赛宝石的原

因。”该葡萄园技术员老李说道。

近年来，水屯镇以禾绿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为龙头，通过瓜果蔬菜种

植、优质果蔬种苗繁育、食用菌栽培

等，打造集休闲观光、采摘、农业科

普、乡村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

现代农业企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

需品市场货源充足，价格以涨为主。

肉类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肉

类零售均价为66.83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 2.91%。其中，猪肉（后腿肉）零售

均价为30.45元/公斤，牛腿肉85.48元/公

斤，羊腿肉84.56元/公斤，较前一周分别

上涨11.33%、1.59%、1.46%。受养殖端

压栏和二次育肥影响，生猪出栏减少，屠

宰企业收猪难度增加，猪肉价格超预期

上涨。由于猪肉消费提前透支，加之国

家发改委召开生猪市场保供稳价专题会

议，明确表示将适时采取储备调节、供需

调节等有效措施，预计近期猪肉价格涨

幅有限，或将适度回调。

蔬菜价格持续上涨。上周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5.35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5.73%。除南瓜、冬瓜、韭菜、莲藕外，

其余品种均出现不同幅度上涨。豆角、

黄瓜、辣椒、芹菜、青椒涨幅较大，预计

近期蔬菜价格整体仍呈小幅上涨态势。

鸡蛋价格止跌回升。上周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 9.51 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 2.81%。鸡蛋价格仍处于相对低

位，各环节备货意愿增强，同时蔬菜、猪

肉价格回升，鸡蛋替代作用增强。预计

近期鸡蛋价格仍有小幅回升的可能。

粮油价格稳中略涨。上周全省粮食

零售均价为5.07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0.4%；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37元/升，

较前一周上涨1.46%。我省粮食生产及

加工能力强，市场供应有保障。预计后

期粮油价格仍将以稳为主。

水果价格小幅下降，夏季水果处于

上市高峰期，预计近期水果价格仍将季

节性偏弱运行。水产品价格略有波

动。上周全省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7.62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04%。淡水

鱼经过前期消耗存塘量减少，海水鱼受

休渔期影响供应略有收紧，预计近期水

产品价格企稳回升的可能性较大。

农民收藏家的红色情怀
偃师区农民潘西军47年收集红色藏品4万余件，并创办红色教育基地教育后人

确山县

建精品民宿 添颜又增值

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

葡萄飘香引客来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上半年32注双色球头奖花落河南

最高奖2063万元

福彩双色球，好运不间断。
截 至 6 月 30 日 ，双 色 球 第
2022074 期，今年上半年，双色
球共开奖 74 期，河南彩民收获
32注一等奖，其中 13注被郑州
彩民命中。此外，还有因加倍投
注，中出两个千万元二等奖，再
现大奖福地。

32注一等奖
两个千万元二等奖

数据显示，截至 6月 30日，
今年上半年河南彩民共收获 32
注双色球头奖，可谓花落全省各
地，其中郑州13注、新乡3注、鹤
壁2注、平顶山2注、安阳2注、三
门峡2注、洛阳1注、开封1注、信
阳1注、周口1注、南阳1注、巩义
1注、固始1注、永城1注。

因两位中奖者采用多倍投

注，32注头奖被28人获得，其中
奖金超千万元的有 2人，最高奖
为 双 色 球 2022054 期 2063 万
元，为一张复式票，命中 4 注一
等奖，出自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
东路与九如路口北41010994投
注站。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河南
彩民还命中了两个千万元大奖，
并且均出自二等奖，分别为周口
彩 民 独 中 130 注 双 色 球 第
2022009 期 二 等 奖 ，总 奖 金
1466万元；新乡彩民独中250注
双色球第2022014期二等奖，总
奖金1303万元，引来众人羡慕。

“虽然有遗憾，一号之差，不
过已经很知足。”中奖后，周口彩
民刘先生（化名）领奖时表示，平
时他喜欢机选守号，每期投注也
不多，购彩也是重在参与。当期
他来到周口市 41270108 投注

站，购彩时感觉不错，他就 1 注
号码 130倍投注，最终幸运命中
130 注二等奖，中得奖金 1466
万元。

多人选择复式投注
两位女彩民同期领奖

在投注方式的选择中，28位
一等奖得主和两位千万元二等
奖得主各有不同，其中单式投注
者11人，复式投注者17人，胆拖
投注者 2人。最幸运的仍是，周
口、新乡的千万元二等奖得主，
两人均是 1注号码多倍投注，最
终 分 别 收 获 大 奖 1466 万 元、
1303万元。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双色
球第 2022070 期，来自郑州、巩
义的两位女彩民分别命中一等
奖 713万元，同期两位女彩民可

谓十分幸运。当期开奖后第一
天，郑州大奖得主刘女士（化名）
现身领奖，她和家人购买双色球
已经十年，平时多以机选为主，
每次投注金额都在 10 元左右。

“重在参与吧，这次的彩票也是
机选的，中奖很意外，很激动。”

好运无独有偶，巩义大奖得
主何女士（化名）也购彩十年了，
每次投注 10元左右，喜欢机选，
此次 713 万元大奖彩票也是她
机选所中。但不同的是，自从知
道自己中奖后，即使核对了好多
次，何女士也一直不敢相信是真
的。直到她来到省福彩中心兑
奖室，福彩工作人员验票告知中
奖后，她才放心下来。

为了回报社会，领奖现场，
巩义大奖得主何女士自愿向河
南 省 慈 善 总 会 捐 出 善 款 1 万
元。 （豫福）

老范一家“爱红装”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肉类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通许县邸阁乡冯庄村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村党

支部带领下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带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

据了解，冯庄村通过“合作社+基

地+农户”发展模式，建设高档林果

300亩、蔬菜 100亩、温室拱棚 30座，

形成了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产业发

展新局面，不仅缓解了本地产业资源

不足的矛盾，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发

展，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增

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加快项目区农民

增收致富和社会稳定。 （孔深）

柏峰（身份证号码：412828196609081871）：

我局于2022年 5月 26日对你于2014年 4月份未经批准，非法在许昌市

建安区将官池镇石庄村东北耕地建房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许自规建分罚字[2022]第 33号）。

因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电话联系等方式你均不接受《行政处罚决定

书》，现予以公告送达，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局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374-5155533

地址：许昌市建安区兴业大厦2楼执法监察大队

2022年7月12日

7月11日，光山县凉亭乡王湾村承永合作社农民正在高温下采摘太空莲莲子。今年，该合作社从江西引进高效品种太空
莲，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成片种植，现喜获丰收，采摘的莲子被济南、郑州、武汉等地商贩抢购一空。 谢万柏 摄

通许县邸阁乡冯庄村

党建引领 推进乡村振兴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珂

时间如光，生命如烛。从一叶红

船到巍巍巨轮，从一声誓言到百万携

手，风华不改，仍是红船人家。狂风

暴雨驱不散百年烟霞，春花秋月比不

过党的挥毫一笔。远山长，云山乱，

晓山青，山河为证，党恩永存。

忆往昔，“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

里”。鸿飞霜降，岁月如诗，踏过百年

荆棘，无问西东，只问初心。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

衣，夏一布衫，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

苦艰难。”握紧拳头，他们是“甘将热

血沃中华”的革命者；深入工厂，他们

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者；摇旗

呐喊，他们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建

设者。踏进历史的尘埃，感动就会路

过这片土地：路过嘉兴南湖时誓言铮

铮，路过抗日战场时红花怒放，路过

开国大典时呼声嘹亮，路过建设的厂

房土地，路过千万河流与山。百年

来，仿佛刹那间，茅屋成了楼，呐喊成

了诗，呼唤成了歌，人民有了光。你

们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盗火者”为人类奋斗。踏过

一片苍茫，我们迎来了朝阳。

看今朝，“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

悬”。蓬莱高歌，云蒸霞蔚，笑看风起

云涌，华夏之轮，行稳致远。

“捧出一颗心，献与亿兆生灵。”

党员心怀大我，心中无我，带领人民

开启建设社会主义新征程。从霓虹

中转身，踏入泥泞，黄文秀用青春换

来了富裕百色；在大山里扎根，植入

梦想，张桂梅用一生点亮了女孩的人

生；带着使命出征，问天逐瀚，航天人

让五星红旗再次闪耀太空。胸前的

党徽闪耀，心中的信仰坚定，我知道，

你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

的宣言”。跟随党的步伐，唱一曲脱

贫攻坚苦尽甘来，歌一调伟大复兴征

途如虹！

念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眼望星光，飞梁筑梦，

放眼环球遍，五星闪耀，未来不远。

白鸽高飞，承载着腾飞的希望，

传播着和平的信念；仙鹤振翅，惊动

了千年的碧波，惊醒了枝头的欧美。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

必行之。”这是党对人民的诺言，铿锵

坚定，掷地有声。党民心相系，则宏

图大业，可徐徐图之。一草一木一忠

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一词一阕歌党

绩，一文一墨书党章。

我辈少年郎，晔晔如扶桑。在党

徽的指引下，我们青年一代正循着前

辈的足迹，寻找远方的灯塔。“少年振

衣，岂不可作千里风幡看；少年瞬目，

亦可作万古清泉响。”胸怀千秋伟业，

向着党旗，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

闪耀皆为信仰。

俯耳静聆，党的歌声仍在回响。

极目远眺，信仰之光熠熠生辉。

革命精神炳千秋
盛世高歌颂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