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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
勋）新年将至，荥阳的大街小巷挂满了
红彤彤的大灯笼，到处洋溢着浓浓的年
味。但令荥阳市民更期盼的是大年初三
开始的春节广场文艺演出。

“每年春节期间举办广场文化活动
是对市民‘雷打不动’的一份承诺，已
连续举办近二十年。”荥阳市文广新局
局长李麦玲介绍，近年来，该市春节广
场文化活动内容不断丰富,时间从正
月初三开始持续到正月十九,整个活
动长达 17 天，包括戏曲专场、综艺晚
会、盘鼓、秧歌、狮舞、龙舞、旱船等民
间文艺展演。

与热闹喜庆的春节广场文化活动
相比，荥阳今年新推出的“草根大舞
台”显得更为亲民。工人、农民、小店
主、教师、学生……来自全市各行各业
的市民纷纷登台施展才艺，街舞、变
脸、书法、戏曲、板胡独奏……每月 1
期的“草根大舞台”，一方面为普通群
众提供了展示自身才艺的平台，另一
方面也让“散落民间”的文艺人才、文
化能人脱颖而出，推动全市文化志愿
服务队伍建设，实现群众文化活动常
态化。

一场场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温暖基层
群众心田。与此同时，荥阳持续开展“知

荥天下”文化大讲堂、“国学进万家、共圆
中国梦”公益讲堂、“心之润”文化讲堂，
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作用，达到“以文化
城”的目的。

“荥阳文化讲堂可以说是月月有
好‘礼’，精彩各不同。”李麦玲介绍，
去 年 4 月 以 来 ，荥 阳 启 动 了“ 知 荥 天
下”文化大讲堂活动，通过持续开展象
棋文化、嫘祖文化、诗词文化、德孝文
化等专题讲座，展示荥阳丰厚文化底
蕴，激励全市干群“知我荥爱我荥”，目
前活动已举办 34 期，吸引全市 50 多
家单位、学校和社会人士累计 6000 多
人参与。在此基础上，依托乡镇（街

道）公共文化阵地于去年 12 月启动了
“国学进万家 共圆中国梦”——荥阳
市“国学进乡村、进社区”公益讲堂活
动，每月举办 1 期，目前已举办两期。
今年 1 月，荥阳再次推出“心之润”文
化讲堂，每月邀请一名家学者围绕修
身养性、幸福和谐、美学熏陶、智慧人
生等主题开堂授课。

推陈出新、亮点频现的文化活动，贯
穿全年、覆盖全市、各方参与、立体交叉
的群众文化活动网络，为荥阳全面融入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强大的文化力
量，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品位和群众的幸
福指数。

荥阳“以文化城”提升城市品位

新郑市黄帝故里两侧有两
个社区——东街和西街。赵福
勇在这里工作六年，作为新郑
市烟草局派驻社区的工作队
员，春节前是最忙的时候。

腊月二十五是星期六，一
大早，赵福勇来到社区，昨天
晚上写的春联还在桌子上晾
着，墨迹已干。“一会儿去买几
副门神，送给贫困户。”说话
间，电话响起，是粮油店打来
的，“18 袋面、18 袋米，18 桶
油，送给辖区贫困户的，上午
一定要送到……”

赵福勇当过三年兵，退伍
后到新郑市烟草局上班。在新
郑市基层党组织联建活动中，
和其他两名同志一起，到新建
路办事处的社区工作，从局机
关到居民楼院，环境改变人生，

练就了社区工作本领。
“喷壶、铲刀、细铁丝随身

携带。”辖区是新郑市老城区，
也是传统商业区，卫生城市审
核期间，工作队员走街串巷，清
理小广告、捆绑散落电线是常
事，凭这三样小物件，顺利通过
上级审核。

说话间，有客到，拿着一面
锦旗，“心系百姓，为民解忧”大
字耀眼，“感谢工作队帮助我们
组建物业队伍。”由于历史原
因，辖区芙蓉花园一直没有物
业，垃圾没人清理，随意私搭乱
建。前不久，工作队帮助业主
组建物业队伍，环境改善了，居
民高兴，送锦旗感谢。

送锦旗的刚走，粮油店送
货车停到了门口。“卸下来放小
车上吧，这就送给贫困户……”

不一会，一辆桑塔纳和一辆日
产，后备厢后座上堆满了米面
油。“兵分两路，一车送东边，一
车送西边。”工作队长冯三旺是
队里的老大哥，也是部队出身，
说话干脆利落。

赵福勇的车先到一巷口停
下，“贺师傅今天咋没出摊？”贺
师傅是社区一位残疾人，社区
帮他在巷口开了一个修鞋摊，
他家还有一个患病的妻子，生
活困难，是社区多年的帮扶对
象。“走路去他家吧。”赵福勇拿
起慰问品，快步走进巷子。敲
开一处低矮的院门。“福勇兄
弟，你又来看俺了……”开门的
老贺右半身行动不便，说话的
语气像是迎接自家亲戚。

放下物品，简短寒暄，告辞
赶往下一户。车上闲聊，“工作

中感觉压力最大的是拆迁。”赵
福勇说，黄帝故里景区近年建设
加快，东街社区拆迁群众最多。
2014年一次拆除 600多户，工
作队员与社区工作人员一道，挨
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调解家
庭矛盾，连续数月加班加点。

工作队用五年时间，帮助
东街社区开展党建工作，跻身
新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赵福
勇也多次受表彰。去年 6 月，
工作队到任务更重的西街社
区，由于工作压力大和连续多
日加班，11月 27日，赵福勇突
发心脏病，可他住院一周就回
到工作岗位。

为民服务，不问西东，新郑
市数百名驻村（社区）工作队
员，是为民服务的基层人员，也
是基层党建的中坚力量。

为民服务不问西东
本报记者 张立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李绍光 岳冰冰）“祝贺你乔迁新居，
家里还有啥困难没有？”12日一大
早，新密市领导带着慰问金来到困
难户姜大爷家里。据悉，目前，新
密市 610 个农村危房户全部住上
新房。

由于个人生活习惯，自然条件
恶劣等因素，到 2016年年底，新密
市仍有少数年龄大的群众还住在危
房及破旧房屋之中。让他们老有所
居，一直是市委、市政府扶贫工作的
一个着力点。从去年初，该市开展
了大规模的危房改造，成立了由市
主要领导负责的指挥部，建立了由
住建局督促运作、各乡镇具体落
实、市直相关部门把关验收的领导
小组。市政府制定了详细方案，严

格按照操作程序，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进行逐户实地排查，做好甄别工
作。驻村第一书记，乡镇干部进村
入户发放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明白
卡，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消除贫
困户思想顾虑，让贫困户主动参与
到危房改造工作中来。各乡镇对
本辖区列入的旧房改造户全程督
查推进，采取查资料、看现场、征询
四邻意见等方式，做精做细，保证
了工程质量。市重点企业、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出资，参与房
屋维修工作。

强有力的举措，加快了危房改
造进度，一年多来，全市新建和维修
房屋 610户，使困难户全部住上了
好房，他们可以在新房里欢欢喜喜
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昨日，惠济区迎宾路街道木
马村“三委”携社区“绿城妈妈”志
愿者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孝
亲素食百家宴及幸福生活分享会
活动。

参加活动的村民都自带一道
拿手素菜到现场和大家分享，吃
百家饭，过幸福年。

在百家宴开宴仪式上，木马
村村委带领所有年轻晚辈们一起
回忆父母恩情，并向在座 60岁以
上的老人行礼感恩，送上新年的
祝福。

木马村党支部书记崔建明平
时不苟言笑，在看到社区里各家
各户这么用心准备的每一道色香
味俱全的菜，也忍不住为大家点
赞，并表示会大力支持“绿城妈
妈”们的公益行动，新的一年，党
群携手，共建和谐幸福社区。

开宴前，木马村监委会主任
崔刘军带大家一起诵读餐前感恩
词，感恩国家培养护佑，感恩党的
领导，感恩父母养育之恩……一
声声、一句句，传达着所有木马村
人对美好生活的无尽感恩和珍惜
之情。

过年期间，大家吃油炸食品
的机会大大提升，来自河南酵道
孝道志愿团队的老师们现场教大
家用酵素净化小分子油，吃得更
健康。

昨日也是木马村“百姓公益
大讲堂”开讲的日子。本期“百姓
公益大讲堂”以木马村主要姓氏
崔氏家族“新年团拜会”的形式展
现。“办年会，办的是家族的亲
情！演节目，演的是亲人的联
络！勤参与，是给家人的是一份
力量！愿付出，是给孩子的是一

份榜样！”崔氏家族以“孝敬、友
爱、传承”为家风，以及“勤俭持
家、勇于担当”为家训，家族还共
同编辑了《崔家雅集》，涵盖“怀念
祖先、永记恩情”“快乐联欢、喜庆
团圆”“畅谈孝敬、美德传承”“闲
暇有聊、高雅有趣”等内容，记录
了家族发生的或感人或有趣的生
活，成为崔家人心灵沟通，凝聚家
魂的载体。

来自郑州风雅颂公益学堂的
张永现老师为大家分享“有一种亲
情叫回家过年”，并播放央视纪录
片《家风》，与在场所有村民一起了
解了历史上有名的曾氏家风、颜氏
家训、钱氏家训、朱子家训。

木马村“绿城妈妈”孝亲素食
百家宴及幸福生活分享会活动动
静结合两相宜，给木马村村民们
带来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

孝亲百家宴幸福千家人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赵含嫣

新密600余危房户住上新房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士勋）2月 11日，荥阳签约了 28
个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约 947亿
元。其中正式合同项目23个，总投
资约 540亿元；框架协议项目 5个，
总投资约407亿元。

据了解，河南通信光纤光缆生
产线建设项目主要从事光纤光缆
及配套产品研发和生产，主要产品
有各类型光纤、光缆、光跳纤、光分
路器等；郑州翎羽新材料热塑性高
分子复合材料制品产业化项目主
要建设复合材料模板生产线和配

套设施，广泛应用于汽车、建筑、交
通、医疗卫生等行业；郑州珠峰磨
具磨料有限公司迁建提升项目产
品主要有集成电路芯片切割划片
设备、磁头开槽设备等，广泛应用
于电子信息领域。

随着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荥阳作为离郑州最近的县级市
之一，交通、区位优势越来越明
显。28个项目作为荥阳今年首批
集中签约项目，符合荥阳产业定
位，将对荥阳产业转型升级、城市
建设品质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荥阳集中签约28个项目
总投资947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近日，郑州市食安办、郑州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管城区管城
街为“郑州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
街”荣誉称号，并举行了授牌仪式。

管城区食药监局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对管城街全体餐饮单位经营
的 96个批次的食品及食品原料进
行 了 抽 样 送 检 ，抽 检 率 达 到
100%。为管城街餐饮单位印制了
食品安全制度牌、食品安全公示栏，

张贴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制作了
97块“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关
注食品安全”的宣传标语、图片，张
贴在管城街各餐饮单位，营造了共
同参与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共
同关注食品安全的浓厚氛围。印制
了一批销货清单，发放给管城街各
餐饮单位，“倒逼”上游供货商在送
货前规范填写销货清单，促进各餐
饮单位落实进货记录查验制度，扎
实推进食品安全示范街建设。

管城街获授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

11日，二七区铭功路街道“学习十九大，启航新征程”主题知识竞赛举
行。街道科级干部、社区优秀党员干部共36名选手组成12支参赛队伍踊
跃参赛，通过以“赛”助学、以“赛”促学活动，推动十九大精神在辖区落地
生根。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赵晓聃）“过年了，帮扶干
部送来了提神打气的新年春联，我
们全家都很高兴，我会带领全家勤
劳致富早日脱贫。”昨日，登封市石
道乡西窑村村民郭黑面对帮扶干
部显得很兴奋。新春来临之际，在
走访慰问贫困户时，登封的各级帮
扶干部除带着米面油等慰问品外，
还为每户贫困户送去一套鼓舞信
心、寄托希望的春联，累计1.2万套
春联映红了全市贫困户的笑脸。

扶贫扶志一直是登封脱贫攻
坚、精准扶贫工作的着力点，春节来
临，该市相关部门特意推出了送春
联这一文化助脱贫的举措，设计制
作了“十九大宏图开胜景、新世纪国
策惠万家”“诚信友善共建和谐社
会、爱国敬业同创文明家园”等内容
的春联，设计制作了“国是家、心向
党”“勤为本、诚立身”年画，给贫困
户送关怀、送祝福、送激励、送信
心。登封市委宣传部干部余红洲
说：“文化扶贫就要‘润物细无声’，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求突破，催
生广大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

登封市颍阳镇刘相村村民栗
志强边贴“扶志”春联边说：“在脱
贫路上，贫困户树立自信心、勤劳
自强很重要，从长远看是摆脱贫困
的根本保障。”老栗曾是登封市众
多贫困户当中的一户，两年来，在
帮扶干部的鼓励下，靠着帮扶工作
队送来的母猪，逐渐走出了贫困，
脱贫后又成功激励带动同村其他
几户贫困户靠养猪脱贫。

万套春联为贫困户“扶志”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邢小玲 文/
图）“大红灯笼一挂，福字春联一贴，红红火火
的，感觉年味越来越浓了。”2月 12日，中牟县
东风路街道孟庄村，三三两两前来领取春联的
群众，看着路边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一个个
心里美滋滋的。

东风路街道精心印制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准扶贫等
内容的春联 15000 余套，发放到辖区各贫困
户、居民群众手中。印制“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灯笼 2000多个，悬挂在解放路、建设路等
主要路段，及各村入村口、党群服务中心、文化
广场、村内主要道路等。

“采用这种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递
党和政府的温暖，接地气，老百姓很喜欢。”孟
庄村群众边小广说。

红灯笼红春联
红红火火过大年

临近春节，更亲近春天。这个特
别的“春天”就是连日来大石桥街道办
事处倾情奉送给辖区居民的“全把式”
年货。

昨日下午，家住大石桥街道同乐社
区的离退人员朱彩霞和困难党员姜守
芬家中先后迎来一位“戎装常委”——
金水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李继东前来
做客，慰问金、慰问品送上来，家常话扯
起来。

以此为标志，大石桥街道办事处正
式开启了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特殊群体
模式——对 89户低保户、13户低收入
户等困难群众给予每户 1000元的慰问
金和米面油等慰问品；对 4 户特困老

人、2 户孤儿、5 户 75 岁以上低保老人
等困难群众给予每人 2000元的慰问金
和米面油等慰问品；对 23 名困难党员
给予每人 1000元的慰问金和米面油等
慰问品……

除了送礼品，搞慰问，大石桥还有
一个别样的“自选动作”：叫你春节咋
样吃。

俗话说，“每逢佳节胖三斤”，佳节
“狂吃狂吃”撑坏了胃，喝坏了身。对
此，大石桥街道发挥优势，前几天与金
水区卫计委、街道共驻共建单位郑州教
育电视台，三方联合搞了一场《新时代
新家庭新幸福之营养科学进万家》录制
节目。“关键词”就是教大家春节如何

吃。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刘青、营
养科主任张晴，专题给大家说道说道春
节不能忘情吃喝、不合理饮食，进而提
出应急处理身心健康、合理膳食等方面
的科学意见和建议。

过节叫你咋消防。这话听起来有
点“违和感”，但恰恰就是为了避免乐极
生悲而提前筑牢安全消防“防火墙”。

“早在元月份，街道就联合郑州市
消防支队，对 9个社区老旧楼院的建筑
结构、楼层户数、有无物业、电动车保有
量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为71个
无主管楼院登记建档，摸清隐患底数建
立完整台账。”街道党工委书记刘继峰
介绍说。

这还不算完。依据台账，从 2 月 6
日起，该街道与金水区南阳路公安分局
开展春节前电动车停放、充电专项集中
清理行动，彻底整治清理社区内所有楼
院电动车安全隐患，剪除存在火灾隐患
充电飞线近 700 条，清理占压消防通
道、堵塞楼梯间电动车 100 余处，同时
对 1060家签订了消防安全目标责任书
的公共单位、门店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
排查，并重点对 76家公共单位、人员密
集场所开展重点检查。

送温暖，送健康，送安全。有了这
“三送”的“全把式”年货，不愁这春节过
得不美滋滋的。

本报记者 党贺喜

街道奉送的特别年货

昨日，蓉湾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邀请书法志
愿者给辖区青少年上了
一堂“有年味儿的书法
课”——学写“福”字。

老师为少年儿童讲
解中国文字起源以及书
法发展历史，教孩子们
最基本的握笔方法。掌
握熟练以后，孩子们开
始在宣纸上练习写“福”
字。不一会儿，一个个
稚嫩鲜活的“福”字跃然
纸上。

有年味儿的书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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