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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这次戏迷大

赛，不仅给我们戏迷提供了锻炼和展示才艺的机会，激发

了大家学戏、唱戏的热情，还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使戏曲得到很好的传承。”8月3日，濮阳县戏迷大赛

现场，来自清河头乡中清河头村的选手郭爱梅演唱完后

激动地说。

当日，“喜迎二十大 欢乐进万家”濮阳县戏迷大赛在

县文化馆鸣锣开赛，经过初赛，16名选手从众多参赛戏

迷中脱颖而出进入首场复赛，按序登场，一展唱腔。虽说

是戏迷赛，但选手个个不失专业水准，舞台上精神饱满，

唱腔纯正，一招一式准确到位，《小苍娃》《朝阳沟》《清凌

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等一段段耳熟能详的戏曲唱段，不时

赢得现场选手和观众的喝彩。大赛还通过“说唱濮阳”抖

音直播间全程同步直播，吸引全国的戏迷朋友围观，直播

间观众达10万余人次。

据了解，此次戏迷大赛只是濮阳县“喜迎二十大欢乐

进万家”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之一。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全面展示文化发展成就，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

量，提振精气神，濮阳县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

同时，深入研究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

求，本着突出特色、丰富多彩、节俭隆重、群众参与的原

则，统筹全县文化资源，精心组织筹划了戏迷擂台赛、广

场舞大赛、群众合唱大赛、才艺大赛、书画摄影展等一系

列群众喜闻乐见并乐于参与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濮阳县

采取自下而上、层层选拔、集中展示的方式，有计划、有步

骤地组织开展，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展演展示、传播

推广，切实将群众性文化活动办出质量、办出水平、办出

特色，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为广泛发动城乡广大群众参与，濮阳县各活动牵头

单位认真策划、严密组织，积极开展培训指导，搭建便于

群众参与的文化展示平台；各乡镇、各单位在积极组织参

与全县统一安排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同时，还结合自身

实际，因地制宜，自发地组织开展一些富有本地特色、深

受群众欢迎的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了群众文化活动火在

基层、乐在群众。

□本报记者 宋朝

波澜壮阔的“革命”一词，自2014年

起，在中国乡村有了新内涵：厕所革命。

2022 年 8月 5日，洛阳市孟津区小

浪底镇相留村的“厕所革命”，依然在“火

热”进行中。

“我们很想突击一下，把全村286户

都一次改完，但很难做到。”50岁的相留

村党支部书记孙新科说，“庄稼熟了非收

不可，改厕就不一样了，晚改几天也不耽

误啥。”

相留村有三分之一户常年不在家，

还有三分之一户一周或者一个月回来看

看，1106口人，常年住在村里的有300来

口人，多数农户都在孟津或洛阳买房住，

村组干部叫也叫了、喊也喊了，都答应有

空了肯定回来改厕。

“家里有人的都改好了，是130户。”

相留村会计陈忠孝给出了准确数字。

从全村工程总量来看，相留村的“厕

所革命”至少应该完成了80%。

“相留村的污水管网已经全部铺设

完毕，每家每户都留有排污口；新建的日

处理 50吨污水处理站去年11月份已经

投入使用，农户随时改厕，都不耽误事。”

孟津区水务集团董事长马道贤说。

魏素珍，78岁；谢秋莲，72岁；邢会

民，74岁；胡志伟，70岁；丁蒙蒙，35岁；

杨艳艳，54岁；韩占京，60岁，这7户人家

是相留村同一条街道上的左邻右舍。

8月 5日，天太热了，一大早去自家

地里摘花椒的杨艳艳不到9点就“罢工”

回家了，和她丈夫孙占军坐在上屋的沙

发上“扇空调”。

杨艳艳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除了

家里的几亩地，她和丈夫大部分时间在

城里包活“贴瓷砖”。

“咱村离城里近，早上开车去干活，

中午回来吃饭、午休，下午再去干。”孙占

军说，他干活操心，大部分活都是老客户

推荐介绍的，干不完。

推开他家的室内卫生间，就知道孙

占军是个讲究人。卫生间不算很大，电

热水器、花洒、洗脸盆、坐便器、置物架、

镜子、涮拖把的水池，一切城市家庭卫生

间有的，这里应有尽有、一应俱全。

相连的7家这次改厕后还是每户一

厕，除了2户的厕所在院子里独立建房，其

余5户的厕所都在室内；2户用太阳能热水

器、5户用电热水器洗澡；6户装了坐便器，

其中还有3户各增装了一个蹲便器。

中国历史上如厕叫蹲坑，抽水马桶

到清末才传入，传说还是皇帝使用的。

陈忠孝说：“咱相留村历史上就是住

过宰相的，现在全村都用上了抽水马桶，

那不就是一村皇帝了！”

7户中，唯有韩占京家装有蹲便器。

“哈，我还不知道装个坐便器就成皇

帝了，我是不习惯用坐便器，可不是装不

起！”8月 5日，是韩占京60岁生日，这个

开了一辈子大货车的老司机，即日起驾

照从A2变成了C1：“不让开大货车了，

正好，以后我就开个小汽车耍！”

耍者，玩也！这个词在当地普遍使

用，孟津的招牌推广语就是“来孟津耍

吧！”

相留村农户都用液化气做饭，其中

还有几户使用沼气。孙新科说：“沼气是

1996年前后改厕的结果。”

相留村1996年前后响应政府号召，

实施过一次农村改厕，那次改厕是挖沼

气池，算是旱厕的升级版，但伴随家庭畜

禽养殖逐渐消退，沼气池废弃了不少；另

外一次大规模改厕是在2014年前后，使

用的是水冲式“双瓮”方案，就是把生活

污水排入埋在地下的瓮中，排满了再抽

走，很麻烦。

“这两次改厕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

全面建设污水排放管网。”孟津区委常

委、小浪底镇党委书记李欣说，始于2020

年的这次“厕所革命”，最根本的做法就

是一劳永逸地建设乡村污水排放管网和

污水处理站。

相留村的生活污水通过全村 5.8 公

里的管网排到了村东南低洼处，这里建

成的污水处理站日处理生活污水50吨，

其设备运行数据等都联在孟津水务集团

的监控系统上，除了定期巡检，现场无人

值守。

孟津区改厕可不少投入钱！

相留村的 5.8 公里管网和一座污水

处理站，总共投入360万元；农户厕所改

造、厨房改造、浴室改造完毕并扒掉原来

的旱厕后，每户还要奖补600元。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李丽焦莫寒

火红小辣椒，红火大产业。河

南辣椒产业，商丘柘城、安阳内黄、

漯河临颍大名鼎鼎，“新秀”周口太

康由于科技助力，辣椒产业发展跑

出加速度。

“一年初见成效、两年稳步推

进、三年收获成果”，依托河南省农

科院“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县”

（太康）项目，2020年太康县辣椒种

植面积 20万亩、鲜椒总产 22.5万

吨、干椒总产4万吨。在此基础上，

河南省农科院园艺所茄果类蔬菜研

究室主任、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

体系郑州试验站站长姚秋菊研究员

带领院县共建项目团队，开出“升级

版”实施方案，助推太康县成为河南

新崛起的又一个“辣椒之乡”。

专家“把脉”太康辣椒产业

太康县辣椒产业虽然已具基

础，但粗放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

姚秋菊带领团队专家通过对

太康县辣椒产业链的调研发现，

太康辣椒产业存在五大问题：品

种单一，种植规模化程度偏低，缺

乏主导品种；销售渠道不畅，价格

随市场波动，影响椒农收益；生产

技术水平不高，辣椒品质差，效益

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种植、采收

环节机械化轻简化程度低，人工成

本高；加工水平较低、产业链短、产

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问诊把脉”后，专家们列出详

细方案：从新优品种引进、工厂化育

苗、标准化种植、绿色病虫害防控、

辣椒精深加工等方面，开展全产业

链技术指导，通过“三年”实施，助推

太康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辣椒亩均增产19.5%

在项目专家们指导下，位于

太康县五里口乡轩尧村的富伟种

植合作社种上了豫樱 2号朝天椒

新品种，实施了机械化直播、机械

化移栽、高垄栽培、肥水一体化、

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栽培措施。

“2021年 9月测产，豫樱 2号示范

田样点亩产1434公斤，折合干椒

478公斤，比当地主品种三樱8号

增产19.5%。”“现代农业科技综合

示范县”（太康）项目“辣椒新品种

及配套栽培技术示范推广”任务

负责人董晓宇说。

位于太康县龙曲镇的红运来

辣椒种植合作社，过去主要业务

是收购朝天椒干椒后进行粗加

工，虽配套建设了自动化育苗温

室，但无优良品种又缺育苗技术

人员。在深入调研后，项目组不

仅帮其选定辣椒良种，还请来园

艺所育苗专家马凯博士等专家进

行全方位指导。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仵树大

“救命之恩恩重如山”“见义勇为品

德高尚”，挂在漯河市郾城区泰格生物医

药产业园裕松源药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墙

上的两面锦旗格外醒目。8月5日，该公

司总经理张审超向记者讲述了这两面彰

显企业大爱精神的锦旗背后那30分钟生

死营救的故事。

7月 26日上午，一行人将两面锦旗

送到裕松源药业有限公司，为首的老人

跪在该公司职工郑纯阳和王永娜面前连

声说“谢谢”。看到这种情景，公司上下

一片愕然。张审超搀扶起老人，仔细询

问后，才揭开了公司职工下班路上奋不

顾身勇救一家三口的壮举。

7月23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骄阳

似火，裕松源药业有限公司针剂车间工段

长郑纯阳、质量管理部主管王永娜中午下

班骑着电动车回家，经过距公司不远的英

张村幸福渠提闸处时，忽然听到水渠中传

来阵阵呼救声，两人急忙停下电动车，疾

奔过去。

原来是附近的朱女士与婆婆、儿子

一家三口路过渠边，10岁的儿子在渠边

玩水时不慎滑落水中。朱女士出于本能

慌忙跳入水中营救儿子。提闸处水深2

米多，“U”字形的水渠斜坡湿滑，朱女士

抱举着儿子，尽管用尽全身力气，但母子

俩怎么也爬不到岸上。见此情形，慌乱

无主的孩子奶奶也不顾一切跳入水中，

企图拉出二人。但三人都不会游泳，相

互拉扯，乱作一团，只能拼命呼救，情况

万分危急。

生命正在与时间赛跑。就在三人快

沉入水中时，郑纯阳跑回电动车处拿来

一根绳子抛到水中，趴在岸边把接到绳

子的孩子奶奶使劲拉了上来。王永娜跑

到旁边的路上拼命呼喊，拦停车辆、寻找

工具帮助救人。两位被拦停的司机闻讯

后，停下车跑到岸边，旋即跳入水中，游

到朱女士和孩子身边施救。

在好心司机的帮助下，郑纯阳把孩子

和朱女士先后拉上岸边。然而，孩子已因溺

水失去知觉。身强力壮的郑纯阳立即用双

手托着孩子的肚子，把孩子头朝下进行按压

晃动，用外力促使其将口中的污物吐出来。

“赶快过来拉我一把，我快没劲上不

来了！”他们正在对孩子施救时，跳入水中

救人的一名热心司机喊了起来。郑纯阳

把孩子平放地上，转身跑到岸边将司机拉

上岸，然后跑到孩子身边再次按压腹部，

直到把孩子喝到肚子里的水都挤压出来，

孩子才慢慢恢复意识“哇”的一声哭出来。

将近30分钟，郑纯阳和王永娜在热

心司机的帮助下，将朱女士一家三口救

上岸，及时让孩子恢复意识，挽救了三条

鲜活的生命，拯救了一个家庭。彼时，坐

在地上的郑纯阳双手不停地颤抖，不仅

是因为短时间内体力的消耗，更因为紧

张和后怕，“生怕孩子醒不过来”。

郑纯阳和王永娜在看到大人孩子基

本正常后悄悄离开了，直至被救者打听

到向他们致谢时，他们还说：“没啥呀，眼

看三条人命，换谁都会去救的！”

张审超说，生命关头，郑纯阳、王永娜

能够站出来，冲上去，救人于水火之中，不

仅是因为其本人良好的素养，也源于企业

见贤思齐、精业济群的先进职业教育。

救人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对两位勇士

进行隆重奖励和表彰，在全面复工复产的

过程中掀起了“学英雄，比贡献”的热潮。

8月7日，在正阳县寒冻镇丛楼村金鸿种植家庭农场的花
生大田里，一台无人机正在给花生喷施营养药，不到两小时，
400亩地打药完毕。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
阳东 许青云苏生）8月7日，一架

满载无公害药剂的直升机不间断

从确山县城上空穿越而过，到达

指定的森林区域、山区林地喷洒

作业；同时，3辆大型高射程喷药

车在城乡干道、大型苗圃基地进

行地面喷药防治……

林业有害生物被称为“无烟

的森林火灾”。当前，正是第二代

美国白蛾、第三代杨小舟蛾和松

材线虫病的媒介昆虫-松褐天牛

的危害高峰期，受高温高湿天气

的影响，极有可能暴发成灾。

为了有效控制虫情发生发

展，确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及

时行动，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治

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的方针，

针对美国白蛾、杨树食叶害虫、松

褐天牛等林业有害生物，组织飞

机喷洒和地面喷药相结合的方式

实施大规模防治工作，保护确山

县林业生态环境安全。

据了解，此次集中防治共实

施飞机防治作业面积 12万亩，地

面喷药防治作业面积10万亩。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 通讯员黄丰
硕 张磊）8月 6日，“河南省水利学会

城乡供水一体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郑州举行。来自省内外科研机

构、大专院校规划设计、技术推广、技

术装备制造、工程建设等知名企事业

单位的17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十四五”期间，我省编制了《河南

省“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对照规划目标设定的标

准，目前我省农村供水工作还存在供

水水源不稳定，工程标准低、供给质量

不高、城乡供水要素资源融合不足等

短板。在此背景下，“河南省水利学会

城乡供水一体化专业委员会”（以下简

称城乡供水专委会）应运而生。

“城乡供水专委会是全国首个由

城市供水行业和农村供水行业的产学

研管单位联合组成的跨行业的学术组

织。今后，将充分发挥行业学会的科

技交流平台优势，共同推动我省城乡

供水一体化繁荣发展。”省水利厅农田

水利水土保持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黄喜

良教授说。

院县共建助太康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家三口落水 漯河药企职工施救

这十年这十年中原乡村 ③③

将“厕所革命”进行到底

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奋奋进进

确山县

直升机“飞防”守护林业安全

河南省水利学会城乡供水专委会成立

忙秋管忙秋管忙秋管忙秋管
保丰收保丰收保丰收保丰收

濮阳县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通讯员孙
颖）8月7日~8日，河南省青年新闻工

作者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在郑州召

开。会议总结了上届理事会以来协会

工作，部署了协会未来五年工作，选举

产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来自中

央驻豫、省级和各省辖市有关新闻单

位，以及部分省管高校的 120余人参

加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河南省青年

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和监

事。

大会上，“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全

体与会会员审议通过了《河南省青年

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河南省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

修正案》等。

河南省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

届理事会向全省青年新闻工作者发出

了《坚定主心骨汇聚正能量为中原更

加出彩书写青春华章》倡议，号召全省

青年新闻工作者在新时代坐标中定位

自己的角色，在融合传播大潮中提升

自己的能力，在生动实践和火热生活

中淬炼自己的作风，为增进社会光明

与美好挥洒青春的力量，为全面建设

现代化河南贡献青春智慧，和所有河

南青年一起书写新的荣光。

在融合传播大潮中提升能力
河南省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由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

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文献

集，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是一套

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的权威文献资料集。

这次出版的首批文献集主要包括 1921年

至 1927 年期间党的重要文献，共 12 卷，

430余万字，建党以前形成的部分重要文

献以“附编”收入第 1卷中。首批出版的

这些重要文献，全面系统反映了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

影响；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选择科学理

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脉络；反

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

导下，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创造性探

索，以及为实现民族复兴所进行的英勇斗

争。这些重要文献，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共

产党筹建和创立的艰辛路程，记录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与各种错误思潮进

行的尖锐交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确

立初心、担当使命的光辉历程，记录了中

国共产党不断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

社会革命的壮阔历史，同时也呈现了中

国共产党逐步形成并坚定践行的伟大建

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
首批十二卷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