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5日，在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民俗风情园，一名儿童在古井旁体验用辘轳取水的乐趣。被评为“2017中国十大最美乡村”

的黄固寺村，是一个集民俗文化体验、乡村生态旅游等特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胜地。目前，该村迎新年系列活动已准备就绪，春节期间

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28日，记者

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我省南部降水和雨

雪较常年同期均偏多。1月29日，黄河以

南大部地区有小雨，30日全省有一次明显

雨雪天气过程，其中东部、南部有中到大

雨转雨夹雪，需防范道路湿滑和低能见度

对春运交通的影响。

此外，28日到30日北中部空气污染

扩散气象条件差，有重度霾；受冷空气影

响，30日下午起全省自北向南转偏北风4

级左右，气温下降4～6℃，30日夜里霾逐

渐减弱消散。省气象台建议，正值春运高

峰期，雨雪天道路湿滑，加之雾霾使能见

度降低，相关部门应提前做好防范；驾车

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霾天气应减少户外

活动，做好防护措施。

具体预报：30日，东部、南部有中到大

雨转雨夹雪，其他地区有小雨夹雪或小

雪。31日，东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多

云。2月1日，全省多云到晴天。2日，东

南部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

地区多云间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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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在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何为）1月22日，全省推进婚丧礼

俗改革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现场会在宁陵县召开。与会人员当天

观摩了该县石桥镇孙迁村、乔楼乡八里曹村、城郊乡李七庄村、张

弓镇小吕集村四个村庄，对其婚丧礼俗改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近年来，该县紧紧围绕“提高乡风文明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这一目标，以婚丧礼俗改革为抓手，破陈规、除陋习，讲文明、

树新风，立足家庭小和谐，助推社会大文明，婚丧礼俗改革工作以

春风化雨式的全民教育递次推进,逐步把移风易俗树新风的新思

想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强化党政主导

面对婚丧事大操大办的实际，宁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顺应

“降人情、控彩礼、减餐标、反铺张”的民意，从2016年6月份开始，在

全市率先开展婚丧礼俗改革，成立由县委主要领导任组长、13个部

门参与、14个乡镇为成员的“移风易俗新时尚、文明宁陵正能量”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活动领导组，制定下发规范性文件。

县、乡、村三级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广大干群签订承诺书；纪

检监察部门对公职人员、党员干部红白事划定“红线”；组织部门将

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纳入党员干部管理和驻村工作内容；团委、妇

联、民政等部门积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全县两万多名

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签订了承诺书，大家自觉担起移风易俗先

行者、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责任，以党风政风引领村风民风。

加大宣传力度

为刹住歪风、倡导新风，该县推进婚丧礼俗改革打出“组合

拳”。开展移风易俗道德宣讲1000余场，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

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让人们在耳濡目染中

接受教育；通过树典型促民风，把选树先进典型作为涵养民风的

抓手，开展“乡贤、孝贤”“好家风、好家训”“好婆婆、好媳妇”等10

项评选活动；坚持厚养礼葬，以城郊乡李七庄丧事简办为典型，在

全县倡导建设村级公益性墓地，目前全县已建成46处。据县民

政部门统计，2016年以来，该县1.3万余起婚丧嫁娶事务中，节约

资金1亿多元。

坚持统筹推进

该县将婚丧礼俗改革与当前的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和乡

村振兴工作统筹推进，同频共振。通过举办集体婚礼、零彩礼相

亲大会等形式，切实减轻了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负担，用移风

易俗这把金钥匙打开了社会文明、群众减负的“两把锁”。创新扶

贫扶志模式，在全社会募捐资金2000多万元，以303个“同心圆

梦超市”为平台，积极开展“十星农户”评选，实现了社会爱心捐助

和贫困群众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对接，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

动力。目前，该县已经评选出13批67717个“星级农户”，累计发

放价值867万元的积分。

2018年11月30日，民政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全国婚俗改

革工作座谈会，宁陵县县长马同和作了题为《移风易俗除陋习 示

范引领树新风》的典型发言。

“过去群众主要是因病致贫、因残致贫，而现在却有一些群众

因婚事致贫，因红白事大操大办致贫，这种现象与我们全力推进

的脱贫攻坚背道而驰，必须采取措施从源头刹住歪风邪气。”宁陵

县委书记、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政委李振兴表示，宁陵县以倡导婚

事新办、丧事俭办、净化社会风气为目标，全面推进婚丧礼俗改革

工作，采取建章立制、立体宣传、典型引领等措施，引导群众养成

勤俭节约、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素养和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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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地区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既是助推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又
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不仅为当地带来资金、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理念和发展机遇，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鼓励更多的有志有为人士返乡下乡创业创新，宣传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和先进事迹，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创出一片新天
地·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今年29岁的陈侯杰家住沁阳市山王

庄镇，毕业后在郑州一家公司从事农产品

包装设计工作。在全民创业的时代号召

下，2015年12月他毅然辞掉工作，选择回

乡发展，成立良农公社，开启“互联网+基

地+农户+众筹”的帮农助农创业之路，推

广家乡特产山王庄姜和四大怀药。

谈起这个大胆的选择，陈侯杰说，他

要完成家乡人的梦想，帮助父老乡亲把家

乡的特产卖到全世界。

初心：推广家乡特产

从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两台笔记

本电脑开始，几位“90后”因为一个“特产

梦”走到了一起。

沁阳是四大怀药发源地和怀姜原产

地。创业之初，他们走访了大大小小的特

产种植户，了解到姜农大多都是三代种

姜，他们只懂种姜，但并不了解怎么加工，

主要靠天吃饭，收成好、行情好的时候能多

挣点，行情不好的时候也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赔钱。通过实地走访，陈侯杰和他的同

伴决定把这些姜农联合起来，研发怀姜深

加工产品——怀姜糖膏，让姜农实现利益

最大化，让家乡特产走进千家万户。

怀姜、怀姜糖膏是古怀庆府特产，距

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并食用到优质的怀姜和怀姜糖膏，

陈侯杰在网上开启了“众筹”模式。2017

年，他们参加北京“中国好特产”全国评选，

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更加坚定了他们

走下去的信心，随后在轻松筹、苏宁众筹等

平台共募集资金6万余元，一下子把山王

庄姜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赢得一

大批忠实客户。

诚信：只做良心产品

互联网只是渠道，要想赢得消费者还

是要靠产品本身。为了找到品质最佳的

老怀姜，他们走访了镇上几乎所有的怀姜

种植户，挑选出最优质的怀姜作为熬制怀

姜糖膏的主要原料。如今，他们已和15

家怀姜种植户、40多家山药种植户达成

长期合作。

“做产品就是做良心，做生意最大的

卖点就是诚信。我们严格挑选每个原料，

全程高标准无菌熬制和灌装，每批次都要

抽样送到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权威检测，检

测结果各项指数全部达标。要用心做好

每一瓶怀姜糖膏。”陈侯杰说。

今年良农公社又陆续开发了怀山药

深加工产品——怀山药薏湿膏和铁棍山

药嘎吱脆，逐渐形成特产种植和深加工全

产业链。

扶贫：回馈家乡父老

良农公社除了在线上销售产品之外，

还计划打造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专业

合作社，优先吸纳贫困种植户加入，实现

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形成产业链条，把利

润留给农民，努力让贫困户增收脱贫。

陈侯杰说，今年良农公社电子商务公

司把铁棍山药作为主打年货产品进行销

售，这些铁棍山药全部是从贫困户手中收

购的。临近春节，这两天的销量也比较

大，前几天刚采购的4000多斤山药已经

销售完毕，公司计划再去采购一批，争取

在春节前帮助贫困户多销售山药。

据了解，良农公社成立以来，通过中

国社会扶贫网和其他电商平台，帮助贫困

户销售怀姜、山药等农特产品，其中通过

众筹平台帮助农户销售山王庄姜5000余

斤，怀山药 5万余斤，实现增收 5.75 万

元。通过微博、微信，两天内帮助山区贫

困户销售蜂蜜1000余斤，实现增收1.8万

余元。通过有赞网销平台，销售山药15

万余斤，帮助其中23户贫困户及农户实

现增收7.5万余元。销售山王庄姜深加工

产品6万余瓶，间接帮助姜农实现增收4.5

万余元。

沁阳返乡创业青年陈侯杰

让家乡农特产品畅销全国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
平）春节将近，平顶山市湛河区河滨街道

褚庄村村民陈巧云种植的蘑菇进入了最

佳采摘期。1月23日，记者随着前来采

摘的游客走进温暖的菇棚，一个个蘑菇

犹如一朵朵小伞盛开在菌棒上，鲜嫩肥

厚。“春节前后正是好生意，我们光顾着

弄蘑菇了，整天都是在蔬菜大棚里，也顾

不上办年货。”陈巧云说。

今年是陈巧云种蘑菇的第5个年

头，目前有9个菇棚，大棚就成了她的

家。“俺这蘑菇种得好，有很多老客户，根

本不愁卖。”陈巧云自豪地说，别人忙着

过年，她忙着挣新春“大红包”，春节前这

些天，蘑菇批发价是每公斤12元左右，

到棚里现摘每公斤16元左右，平均每天

批发出去100多斤，相当于每天从菇棚

里收到千余元的“大红包”，一个大棚每

年可收入1万多元。

“俺家老朱这几天每天晚上都住在

大棚里，估计春节又要在蔬菜大棚里度

过了，这也将是我们在菇棚里度过的第5

个春节，早就习惯了。”陈巧云笑着说，

“挣钱了，走亲戚拜年说话也有底气了。”

近年来，湛河区因地制宜发展蔬菜

种植，现有各类蔬菜温室、塑料大棚面积

8200余亩，农民瞄准红火的春节市场种

植反季蔬菜，不少农民会选择在大棚里

过年，为幸福生活忙碌着。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石建
杰）1月24日，濮阳县王称堌镇漫渡村文

化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舞蹈、戏

曲、歌曲等十几个由村民自编自演的精彩

节目轮番上阵，赚足了观众的喝彩声。这

是漫渡村2019年迎新春联欢会现场，也

是该村举办的首届新春联欢会。“真得感

谢党和政府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滋润。”

该村贫困户史凤景开心地说。

漫渡村是省定贫困村，全村有贫困

户129户573人。原来村内道路坑洼不

平，污水横流，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农田

水利设施不足，公共服务设施缺乏。自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在县委宣传部和王

称堌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脱贫115

户536人。村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条条道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一盏盏

太阳能路灯点亮了夜晚的村庄，一座座

蔬菜大棚使更多的群众实现了小康，新

建的文化广场和大舞台为大家提供了娱

乐场地，休闲广场成了村民锻炼身体的

好去处……如今的漫渡村，街道更干净

了，村庄更美丽了，群众生活更幸福了。

“要是俺村还像以前那样，别说联欢

会了，跳个舞都找不到人。”漫渡村党支

部书记王贵生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好

了，精神文化上的需求也就多了，村里搞

个春节大联欢，在感谢政府的同时，也让

大伙儿聚在一起开心开心。”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平顶山市湛河区

春节市场旺 菜农挣钱忙
濮阳县漫渡村

村民大联欢 共话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宁建
鹏）“是辖区派出所的李所长他们给俺补

办了户口，又协调民政部门给俺办理了

低保。他们把俺老百姓当成了自己的亲

人！”1月26日，在郏县龙山街道南大街

一社区里，81岁的董淑琴老人感激地

说。

据该社区的一位老人介绍，董淑琴

原来家在宝丰县，30年前来到郏县同王

先生一起生活。去年上半年，王先生因

病去世，撇下她独自一人生活。郏县公

安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李雁鹏在带领辖区

包片民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时，发现董

淑琴没有户口，很多政策享受不到，生活

十分困难，便立即通过调查取证，为她补

办了入户手续，还积极协调为老人办理

了低保待遇，让老人有了生活保障。

李雁鹏说，老人生活还能自理，他们

曾劝说让她去敬老院居住，老人执意不

去。目前，辖区包片民警每隔三五天就

来看望老人，如果哪天老人愿意去敬老

院或生活不能自理了，将在第一时间把

老人送到敬老院养老。

▶下转第二版

郏县公安局龙山派出所

把为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毋昆庞书宁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1月24日，省民政

厅联合省财政厅、省扶贫办印发《关于提高

2019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的通知》，适当提高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标准。

根据《通知》要求，从1月1日起，全省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

52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年

不低于3860元，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较2018年

增长10.6%、11.9%。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人

均财政补助水平不低于274元，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水平不低于166元，城乡

低保补助水平分别较 2018 年增长 4.6%、

7.8%，惠及311万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标准包括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

标准，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倍。由于特困标准与低保标准挂钩，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至少增长11.9%，惠及全省

50.4万特困人员。

我省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农村居民每人每年不低于3860元

本报讯 （记者杨青）1月28日，记

者从省残联了解到，今年，省残联要突出

抓好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这一头等大

事、残疾儿童救助这一民生实事，持续提

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使全省残

疾人事业实现新发展。

今年，我省将实施贫困残疾人精准

康复服务，为1260名0到6岁建档立卡

及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提供抢救性康复服

务；为8500名建档立卡残疾人提供辅助

器具适配服务；推进重度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完成1.89万户建档立卡重度

残疾人家庭改造任务，让他们日常生活

实现“无障碍”。

我省实施贫困残疾人精准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