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好村干部，群众感党恩；群众操心才
能不伤心，干事要让群众点头而不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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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李水安陈灏

近日，前往许昌市建安区桂村乡杨水才纪念馆参

观祭奠的群众络绎不绝。

“通过参观，我对‘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理解得

更加立体深入，对我们党的历史有了新的感悟。”游客

陈云平说，杨水才纪念馆的一件件实物、一篇篇报道、

一则则讲述、一句句誓言，承载人们对英雄的无限怀

念，“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激励着人们不忘初心、砥

砺奋进。桂村乡以杨水才红色文化为抓手，以“发展乡

村旅游促乡村振兴”为理念，以“风清香浓、美丽桂村”

为主题，成功举办首届乡村旅游节，成为建安区一道靓

丽的风景。

传承红色文化

在旅游节主场地之一的杨水才纪念馆，馆长晋琳

琳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桂村乡首届旅游节开幕10多

天来，杨水才纪念馆累计接待80余个团体共计3000

人，散客3000人左右。“平时来杨水才纪念馆参观的主

要是单位群体，借助党史学习教育和旅游节，很多市民

自发来到杨水才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传播得更加广

泛。”晋琳琳说。

旅游节以杨水才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和五福农场

为主场地，游客首先在杨水才纪念馆缅怀先烈，感悟“小

车不倒只管推”的杨水才精神，然后到五福农场聆听三

位大学生毕业扎根乡村艰苦创业的励志故事，品味特色

农产品，欣赏油菜花海，观看文艺演出，采购乡土特产。

引导游客在乡村游中感受红色教育，在教育中欣赏乡村

美景。开幕式当天，有20多家媒体到现场报道，建安云

直播点击率突破12万，现场游客5000余人。

善用特色载体

四月的建安区五女店镇迎来了首届风筝节，乐佳生

活美学农场上空，形态各异、五彩缤纷的风筝漫天飞舞。

“我最喜欢那个大大的龙形风筝，因为我们都是龙

的传人。”来自许昌市古槐街小学3年级的郑明昊兴奋

地说。

据介绍，乐佳生活美学农场承办的五女店镇首届风筝文化节将持续至5月3日，

现场设置了风筝展示交流、葫芦产品展示体验、采摘体验、营地教育趣味等各类活

动，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休闲体验。目前，每年在园区务工的农民500余人，发放农

民工工资100余万元，直接带动农户150余户，安排贫困人员就业16人，带来各项

经济收入30万元。清明节期间，乐佳美学农场共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

今年以来，五女店镇以乡村旅游为主线，以项目建设为引领，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努力向文化强镇、旅游富镇目标迈进，目前已打造茶庵李、老庄陈、大王寨、桃杖

四个乡村旅游明星村和两条精品旅游线路，引进乐佳、布兰奇、新太阳等儿童研学教

育基地5家，2020年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拉动旅游消费6000多万元。

盘活生态资源

近日，位于建安区陈曹乡俭南村的尚小杨农场，近400亩梨花竞相盛开，花海醉

人，这里举办的是“花海飘香醉美陈曹”首届梨花旅游节。农场里搭建有农耕文化

园，展示一些老纺车、老农机，让更多人了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现场还邀请了许

昌市非遗传承人杜红见先生为游客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鸟字画、米雕。

“下一步，陈曹乡将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发掘乡村价值，创新业态类型，将一二

三产业有机结合，以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该乡负责人说。

“建安区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

大力推进‘2236’区域发展计划，聚焦两大工程、两大理念、三大民生事业和六大产

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积极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探索路径、打造样板，奋力开创建安区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建安区委书记马浩表示。

时间：2021年4月9日

地点：孟津区白鹤镇铁谢村

吕建松：铁谢村在历史上可有名

了！向北二三百米就是黄河古渡口，孟

津古渡你知道吧？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水

路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

老年人说，村里到处都是打铁炉、风

箱声，连村名都与打铁的叮叮咣咣有关。

我原来在外面搞印刷的，之前在村

里当过报账员。2018年村里换届选举，

党员、乡亲们都劝我参选，我不怎么想出

来当村干部。村里2700多口人，大村，

很“麻缠”！加上前几任村干部弄不到一

起，摊子烂，收拾起来费劲！

谢应歧：20年前就开始民主选举了，

刚开始群众不上心，一顿饭、一盒烟就把

选票给人家了！结果上台的人只顾自己

捞本儿，把群众晾黄河滩上了，群众伤心！

吕建松：村民“拨乱反正”的愿望很

强，明白了选好带头人的作用，就把换届

选举当成了自己的事，觉悟了，认真得

很！2018年选支书，全村114个党员，

到场98个，把我选上了；再选村主任，我

还是高票，上一届我就一肩挑了！

王江河：一家俩主，两股捻，拉偏套，

群众吃亏；上级肯定知道下面的事，今年

春节前换届选举，直接让一肩挑，和村民

的想法一样呢！镇里发发通知、开会讲

讲，该选谁群众心里清楚，不用送东西，

连电话都不用打！你说是不是？

刘建霞：肯定是了！谁公正、公平，

谁给群众办事就选谁！我看不中的人，

名字印到纸上，我把他划了、重新写一

个！吕建松得票高着呢！

吕建松：不能这么说嘛，党员我少两

票；1100名选民，我才得1058票，还有

40多人没选我嘛！

刘建霞：可甭在意这，这都很正常！

郭亚军：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像我这类风湿老病号，靠啥脱贫？我

给你算算吧？办了慢性病卡，买药省钱

了；孩子上学有助学金，公益岗一个月

800块钱，我和爱人都有低保，还有小额

贴息贷款，光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都有五

六项，2019年脱贫了，现在还享受着政

策，不说党和政府好，那才真没良心呢！

吕建松：就说吃低保户这事吧，谁该

吃谁不该吃，明晃晃的，村干部做的事就

是要让村民点头而不是摇头！

刘建霞：建松是有本事人，他原来种

20亩铁棍山药，能挣钱！今年村里事

多，他把地也退了，整天光操集体的心，

这干部我们肯定选对了嘛！

吕建松：别说钱，现在村里有几个集

体项目都在做，群众这么支持村里工作，

咱铁谢肯定会越来越“铁”，现在赶上了

党的乡村振兴好政策，咱要先把铁谢振

兴起来！

本报讯（记者杨青）4月11日，记者从

省人才交流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将在4月份

举办2021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

河南站巡回招聘会暨第四届中国·河南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新乡、南阳专场活动。

此次活动将以“聚焦就业、公益指

导、资源共享、一体发展”为主题，突出专

业性、行业性、针对性特色，动员用人单

位为求职高校毕业生上门“送岗位”，为

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就业和用人单位跨区

域揽才提供便利，促进校企揽才平台高

质量精准对接，助力河南应届高校毕业

生稳步迈入职场新人生。

新乡专场活动时间：4月17日（周

六）9：00-15：00，地点：河南师范大学

（新乡市建设东路46号），规模：400家用

人单位；南阳专场活动时间：4月24日

（周六）9：00-15：00，地点：南阳师范学

院（南阳市卧龙路1638号），规模：1000

家用人单位。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见习记者张惟
一）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月10日晚，由省政府主办，省文化和旅

游厅、洛阳市政府承办的第39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在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

化公园应天门遗址广场隆重开幕。

本届牡丹文化节主题为“辉煌百年

路 花开新征程”，按照“强主题、重提升、

保安全、促融合、惠民生”的办节思路，精

心策划了四大板块20项主要活动，努力

打造更有内涵、更有特色、更具影响的洛

阳城市品牌节会，使其成为弘扬优秀文

化、促进多产融合、推进经贸发展、提升

城市影响、幸福广大群众的纽带和平台，

为海内外游客献上一场精品荟萃、异彩

纷呈的文化盛宴。

本届洛阳牡丹文化节将持续至5月

10日。目前洛阳市牡丹观赏园调控花期

牡丹进入盛花期，露地自然花期牡丹早

开品种成片开放，牡丹花开正艳迎宾朋。

本报讯（记者杨青）河南作为农业

大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保

护好耕地是我省必须肩负的政治责任和

历史责任。4月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省自然资源督察

执法工作有关情况。

省政府副秘书长景劲松介绍，河南

以“长牙齿”的硬措施打好保护耕地“组合

拳”，细化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体

系，压实各级政府保护耕地主体责任，坚

决守住全省耕地红线。经省政府同意，

省自然资源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完善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促进

执法监管长效常治的实施意见（试行）》。

“此次发布的《实施意见》，在加大违

法惩戒力度、强化部门协作配合、明确非

法建房查处、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完善没

收处置管理、指明体制改革方向、健全执

法保障体系、增强检察监督实效等八个

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将有力有效促进全

省耕地保护工作长效常治发展。”省自然

资源厅厅长张兴辽介绍。

铁谢人越来越“铁”

新乡南阳求职者请注意

本月有两场精准人才招聘会

第39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

我省采取硬核措施
严守耕地红线

4月11日，在孟津区朝阳镇官庄

村，洛阳绿珠园艺有限公司负责人卫

钦堂（右一）与技术人员一起观察牡丹

的生长情况。目前，卫钦堂已培育出

牡丹品种300余种，牡丹苗畅销20

多个省市。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扫
码
更
精
彩

百名党员群众
心声向党说心声向党说

郭亚军，村民，1975

年生，脱贫户

□本报记者宋朝黄红立 通讯员董洁文/图

吕建松，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1964年生

王江河，80 岁，1941

年生，1965年入党

谢应歧，70岁，1951

年生，1971年入党

刘建霞，村民，1963

年生，种田大户

□张猛张志新

四月的半截楼村已是草长莺飞、花

红柳绿，一望无垠的麦田看上去碧绿如

毯，麦苗精神抖擞地往上蹿。

西华县艾岗乡半截楼行政村位于

西华、扶沟、鄢陵三县交界处，下辖3个

自然村、4个村民组，耕地面积3011亩，

人口532户2139人。2004年，该村被

确定为省级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并由省

委宣传部驻村帮扶，至今已有17年。经

过省委宣传部驻村干部一任又一任的接

续努力，半截楼村已逐渐成了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文明村。

2020年3月，村里来了个村民口口

相传的“马支书”，他就是省委宣传部选

派的驻村第一书记马本胜。一到半截楼

村，马本胜便开始深入走访群众、摸清资源

底数、思考发展路子，并积极筹措资金120

万元，于2021年1月落成面积约830平方

米的新时代党群服务中心。在新落成的新

时代党群服务中心里，村史馆、便民服务中

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妇女儿童之家、文

化活动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新农村书屋

等一应俱全，成为党员群众的温馨家园和

学习阵地。

地处黄河冲积平原的半截楼村，地

势平坦，土质肥沃，有辣椒种植传统，是

远近闻名的“小辣椒”专业村。为提升半

截楼村辣椒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马本胜

积极争取资金 100万元，新建一座面积

约1000平方米的辣椒深加工基地，购置

辣椒烘干设备，并筹划生产辣椒酱、辣

椒面、辣酱油等产品，带动村里产业发

展。

驻村期间，马本胜了解到拥有200余

名学生的半截楼小学还没有一个像样的

操场，教师也没有一个像样的休息场所，

于是下定决心筹资290万元，改建了村小

学教师公寓、新建了篮球场及塑胶跑道

等，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他多方

考察，引进注册资金500万元的“河南

富南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落地半截楼

村，公司每年可解决30余人就业，纳税

上百万元。同时，还筹资100万元建造

7个标准化温室大棚，发展羊肚菌及有

机蔬菜种植；新打机井50眼，解决3011

亩农田灌溉需求；硬化村巷水泥道路

8355米；引导乡贤回村投资，盘活巧媳

妇针织加工厂……

“现在正是‘吊秧’香瓜生长旺盛的时

候，这几天我和冯大姐一直在大棚里忙

活，每天可以挣60元工钱，在家门口干活

多好啊！”4月8日，在半截楼村新投入使

用的温室大棚内，65岁的李爱莲一边忙

着为瓜秧打岔一边说。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更能体会

村民要过上好日子的真切愿望。我要做

的就是把政策落实好，把群众的精气神提

起来，真正让半截楼村成为一个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幸福村！”说到半截楼村的发展，马

本胜信心满满。

让乡亲们过上向往的好日子
——记省委宣传部驻西华县半截楼村第一书记马本胜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民政部日前发

布消息，经地方申报、实地调研、综合评估等

工作环节，民政部同意将河北省河间市，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吉林省永吉县，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东

台市，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宁陵县，湖南

省澧县，广东省广州市，重庆市大足区，四川

省成都市武侯区，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等单

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

期三年。

民政部要求上述实验区，围绕婚俗改革

试点主题，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倡导全社会形成正

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婚俗不正之风，

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风貌，

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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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确认开封市禹王台区、宁陵县
等单位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