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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军玲）近
日，荥阳市王村镇文化站院内人头涌动，该镇举
办的“笔墨凝香贺新春，挥毫迎春送万福”活动
在这里举行，此次活动共邀请 7名书法家现场
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尽管天气阴冷，却丝毫
阻挡不了群众领取春联的热情，闻讯赶来的群
众把现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

“平安即是全家福，和气能生四季财，横批
祥光满眼，这副对联好。”从后殿村赶来的几名
群众一边围在桌边观看，一边笑呵呵地说。

“宋老师，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写一副春
联内容？我想让你写一副：生意兴隆同地久，财
源广进共天长，贴到俺在街上开的商店门上。”

“连着几年过年都是贴的机器印刷的对联，没
啥年味，这书法家现写的对联就是好，感觉更
有年味。”这样的话语不时在文化站的小院里
响起。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用文字书写着群众
的一个个新愿景，一幅幅精彩的书法作品，一
张张吉祥的祝福春联送到群众的手中。活动
现场，一名环卫工大爷在拿到王村镇镇长任燕
侠亲自为他书写的春联后高兴地说：“这副对
联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等春节孩子放
假回来，我要把它贴到我在社区刚分的新房里，
让亲戚朋友们都来看一看。”活动当天，累计送
出春联400副，“福”字300张。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杨宇）农历
小年，为营造欢乐祥和的春节氛围，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航空港实验区在绿地
兴港·中央广场、新港办事处隆港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举办“春满中原·新年书画名
家送春联”活动。

本次活动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李国昌等 10余名国
家、省市书画名家现场进行春联创作。活
动现场，翰墨飘香，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书画名家们挥毫泼墨、酣畅淋漓，如行云
流水、笔走龙蛇，把一句句温暖人心的新
春祝福写在春联上，也送到千家万户。此
次活动旨在用写春联、送春联的方式，以
亲切温厚的话语表达圆梦中国的追求，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中。

据了解，自 1月 23日以来，航空港实
验区开展了一系列“春满中原·新年送春
联”活动，在三官庙办事处、八千办事处、
龙港办事处及驻区企业、新建安置区、贫
困村陆续开展了十余场活动，邀请书法名
家、文化志愿者达 80余人次，发放春联、
年画等8000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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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创新“路长制”促市容提升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连日来，二七区在深化“路长制”市容市貌

大提升工作中，以“城市管理让生活更美好、让市民更舒服、让城市更
美丽”为总目标，坚持“为民理念、权责一致、加大投入、智慧城管、严
管重罚、全民参与”二十四字工作总要求。实施“四化工程”（美化、亮
化、绿化、长效化），促进全区市容市貌大提升。

在精品示范街打造方面，二七区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精细化标
准，严格按照“道牙无尘，路无杂物，设施整洁，路见本色”整治标准进
行全面提升。截至目前，已打造精品示范路段 36条，红旗路段 50
条，提升路段200条，做到全区无缝隙、全覆盖全面整治提升。

二七区创新工作机制实行“三长四责制”。三长即路长、段长、督
察长；四责包括定岗、定责、定标准、定奖惩。创新“路长制”向“路队
制”转变，相关部门齐上阵，同奖同罚同劳动，真正实现“路长一吹哨，
路队来报到”。各镇办、管委会自查同时区精细办9个专业督查组与
区检查组每天对辖区各（镇）办、管委会开展“推磨式”督导检查，每天
评出“十好五差”道路，全区通报、重奖重罚。

据介绍，该区接下来将把市容环境大提升工作做到“三个延伸”，
即由主次干道向背街小巷延伸、由主城区向城乡接合部延伸、由城区
道路向铁路沿线延伸，同时进一步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长效机制，在
机制健全、体制创新、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引进城市环境管
理公司，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先进的技术设备、规范的行业标准，为广
大市民提供一个“干净、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区环境。

嵩山景区步入“刷脸游”时代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嵩山景区为大力推进登封

旅游产业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建设与应用，加速旅游产业与互联网
技术深度融合发展，打造集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及移动互联网等核
心技术为一体的智能化监管及推广云平台，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昨日，登封市与支付宝、阿里巴巴旗下旅行平台飞猪阿里巴巴集团在
中州华鼎饭店签订智慧旅游电商平台合作协议，合作推出“一脸游嵩
山”项目。

据了解，“一脸游嵩山”项目由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主
导，由呼我出行策划和投资，在旅游产业链全方位布局，整合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支付和信用服务的能力和技术优势，建设基
于大数据的智慧旅游运营平台。平台建成后在登封旅游中的吃住行
游购娱如先玩后付、智慧停车、地图导览等刺激消费，都可以通过刷
脸进行支付，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方便快捷。

此项目相当于一个保姆式旅游平台，游客所需尽在平台之中。
预订后在平台上，游客可以通过支付宝小程序进入嵩山旅游一站式
用户服务平台，找到在嵩山旅游中想听的、想吃的、想玩的、想做的、
想买的，是一个极具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平台，不仅提升了游客体验
的品质，还降低了人力成本。预计 2019年年中，“一脸游嵩山”项目
实施，届时游客到嵩山景区，可享受扫码/刷脸入园、智慧导览、智能
导购等酷炫、便捷的体验感。

上街精准施策深化以案促改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穆文涛 杨萌恺）2018年以来，上街

区精准发力，不断深化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建设，构筑起横到边纵
到底的“一纵一横一张网”以案促改全覆盖工作格局。

据了解，该区通过出台相关文件，深化廉洁从政风险防控规范权
力运行工作，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为深化以案促改常态化提
供了制度保障。

回到“事故现场”找原因，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该区充分利用
本地查办的典型案件，在案发单位开展以案促改专项工作。执行警
示教育大会“六方到场”制度（区纪委、被处分人、案发单位党组书记、
班子成员、重点岗位人员代表、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到场参会），强化
现场教育，扩大以案促改的警示和教育效果；开展“家访促家风活
动”，强化廉洁意识，筑牢防腐防线；开展“党规党纪刻印在心”活动，
增强案发单位党员干部遵纪守法自觉性；推行签字背书制度，强化责
任落实，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立整改销号台账，强化风险
防控，从制度管理上杜绝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着力推进以案促改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该区对没有发生违纪
违法案件的单位，采取指定案例+自选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在其系统
内开展以案促改工作，创新“以案促改+”，与作风建设年、主题党日
活动、观看廉政电影、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相结合，打好警示教育、廉
政教育组合拳，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在潜移默化中夯
实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激发不想腐的政治自觉。

喜迎佳节，道路两侧的法桐树根部也换了
新装，昨日上午，记者在纬一路经五路口看到，
道路两侧的法桐树“底座”如同铺上了一层红
色的“地毯”，非常漂亮。本报记者 郑磊 摄

宣扬孝道文化
老人喜笑颜开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尚军胜）27日上午，中牟县刁家乡
龙王庙村文化广场热闹非凡，广场舞、戏曲、儿童朗诵等节目精彩纷
呈，但最亮眼的莫过于广场中央 14名一字排开的 75岁以上老人和
他们的儿子、儿媳。老人们身披绶带，时而认真观赏节目，时而与子
女低声交谈，个个喜笑颜开，旁边还放着龙王庙村两委为他们精心准
备的营养品及生活用品，幸福之情溢于言表，不少群众纷纷驻足广场
周围观看。

百善孝为先。原来，这是龙王庙村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倡
导孝善文化，在全村形成敬老、爱老、孝老的浓厚氛围而举办的首届
孝道文化节。

龙王庙村本次活动以宣扬“孝”文化为主题，设感悟孝道、传承孝
道、落实孝道三个篇章，通过“子女感恩父母发言、儿童传承朗诵《弟
子规——孝道篇》、子女给老人敬茶鞠躬”几个环节，辅之舞蹈、戏曲
等文化艺术形式点缀，给全村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孝道文化课。

“全城清洁”迎佳节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马国伟）昨日上午，

刘寨街道办事处所有担任二级路长的科级干部带领三
级路长、各分包路段人员及志愿者，在各自分包路段全
面开展“迎新春全城清洁行动”。全体机关干部、区局
委下派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环卫保洁人员、小区物业
人员以及辖区公共单位人员约310人参与此次活动。

此次集中行动将“全城清洁行动”与城市精细化
管理“路长制”有机结合，主要针对各路段非机动车乱
停放、落叶积存、卫生死角、路面垃圾烟头等进行地毯
式清理，并挨家挨户向沿街商户、单位发放《爱护市
容、摒弃陋习》倡议书，动员沿街商户参与清洁行动，
确保“门前四包”责任落实到位。

此次“全城清洁行动”创新了工作模式，也为“全城
清洁行动”和“路长制”管理工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
力，辖区公共单位、小区物业及沿街店主也积极参与进
来，提高了大家创建郑州文明城市的参与意识。同时，
由惠济区妇女联合会主办、刘寨街道妇联承办的“治理
脏乱差 共同管好家”活动举行了启动仪式。区、办妇联
结合自身职能，突出妇联特色，组织“绿城妈妈”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文明家庭志愿者、三八红旗手、巾帼建
功标兵等走上街头，捡拾烟头、垃圾纸屑，清扫道路、人
行道，清理小广告等。此次“迎新春全城清洁行动”使
得刘寨街道辖区市容卫生面貌得到提升。

“洗洗门头过新年。”昨日上午，在文化宫
路边，林山寨街道人社局社区路长、巡防队员
和志愿者一起，携带高压水枪来到路边商户门
前，帮助商户老板冲洗商铺门头，以干净的门
面迎接佳节。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昨日上午，管城区东大街办事处城南路社
区开展“倡导文明，扮靓城市”主题活动。“绿城
妈妈”上门发放1100余份宣传资料、送新春祝
福230多幅，积极营造清洁、美观、文明、和谐
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孙晶晶 文/图）昨日上午一大早，
二七区樱桃沟景区建业足球小镇
内已经热闹非常。舞龙舞狮、踩
高跷、划旱船、迎亲等表演拉开序
幕，在古色古香“长安古寨”的映
衬下，更是喜庆十足，让在场群众
大饱眼福。

“新郎去接新娘子喽！”伴着
开道鸣锣，一场别开生面的“迎
亲”表演拉开了序幕，紧接着，大
头娃娃、扭秧歌、踩高跷等社火表
演轮番上演，周围群众不时发出
阵阵叫好声：“小时候最喜欢社火
表演，没想到现在还能看这么全
活，实属难得！”

除了集中表演，现场非遗文化
展演的摊位也一一排开。这边的
糖画糖人，那边的泥塑、剪纸，看得
人眼花缭乱。建业大食堂景区内，
楼体外挂着红布花绸，画着国画的

灯笼与古建筑相映成趣，一步一
景，让人流连忘返。景区内樱桃沟
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春节是中国
最隆重的节日，管委会联合足球小
镇策划此次展演活动，为的就是让
市民体验浓厚年味、感受最纯正的
传统文化。除此之外，过年期间，

从大年初一至初七，戏缘·建业大
食堂，更有各种民俗演出轮番巡
演：看大戏、抛绣球、行酒令、舞龙
舞狮等特色演出，还有集合了河南
18 地市、200 多种特色小吃。好
吃、好看、好听、好玩，让你过一个
别样的中国年。

帮农民工讨工资
真情温暖回乡路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常磊鑫）春节将至，连日来，郑东新
区金光路办事处劳动监察中队进一步加快欠薪投诉办理，用真情温
暖农民工回乡之路。

据了解，为保证辖区内劳动者都能够顺利拿到工资回家过年，金
光路办事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措施，同时不断督促用人单位落
实“一金三制”及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工作中，办事处劳动监察中
队拓宽投诉渠道、大力宣传，同时值班工作人员随时待命、迅速处理；
对相关用人单位进行日常巡查，对个别重点单位进行重点巡查，认真
核实工资发放记录，并到工人的生活区认真询问工资发放情况，每周
进行汇报总结；对已经发生的欠薪案件归档立案，实时推进处理进
度，对已办结案件进行追踪调查，全力确保劳动者拿到劳动报酬。截
至目前，办事处已办结10起投诉，讨回薪资500余万元。

1 月 28 日晚 6 点 10 分，中牟县雁鸣
湖镇镇区社区（东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灯火通明，锣鼓喧天……这是雁鸣湖镇东
村社区联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的“弘
扬乡风文明 助推乡村振兴”主题春节联
欢晚会，也是继东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
成及社区居民完成搬迁入住后举办的首
届“村”晚。

本届村晚从筹备到举办，社区全员
参与。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党支部
倡导发起，镇文化部门跟踪指导，从最开
始的村晚策划到晚会的圆满结束，社区社
工、物业公司、社区业主委员会成员联合
互动，再加之社区党员志愿者的参与，社
区总动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再看晚会节目组，整场舞台节目有
109名演员参与，演员全部来自东村社区
居民，从 2~3岁的幼儿园儿童，到社区老
年协会的骨干成员，再到返乡大学生，涵
盖各类人群。所有文艺节目由社区文艺
特长自荐和居民推荐，晚会主持更是由社
区返乡大学生担当，拍摄由社区初中生摄

影爱好者做志愿，可谓人尽其才。
关于村晚的场务组，安保由社区保

安、社区队长和志愿者维护，舞台道具、催
场均由村支委负责，各组人员分工明确、
协同参与。晚会上互动环节的礼品赞助
是由中原银行提供，社会力量的参与在此
得以体现。

本次晚会流程设置，除群众喜闻乐

见的小品、歌舞类、戏曲、相声等外，内容
还包含了社区大拜年视频放送，新社区好
生活2018社区年度回顾、幸运大抽奖，活
动现场高潮不断。相声组《喷空儿》则是
用东漳方言讲述新型农村社区生活趣事
儿，真是越喷越高兴；《东村社区春节特别
节目之一年又一年》以节目访谈的形式演
绎了一家老中青三代关于春节的记忆，以

一家人回忆为缩影见证改革开放40年的
惊人巨变，更是表达了对共建共享美好社
区生活的热情。

这场晚会，除了现场热闹掌声笑语不
断，从筹备到演出，短短不到 1个月的时
间，细节之处尽显关怀与温暖。

幕后花絮很温暖：节目演员多为上班
族、务农和个体户，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
情况下，大家利用晚上加班加点进行排
演。“这可是我们东村社区第一场村晚，要
演就得演出新高度，不能给社区丢脸。”参
与演出的小贺讲道。把最好的面貌展现
在社区父老乡亲的面前，成为节目组全员
一致的目标。

在活动现场可以看到，会场布置和音
控舞台两侧也都拉起了软围栏，边上村支
两委干部时刻把守，座位靠背上贴着的

“前排座位，礼让老人”的温馨提示，会场
布置处处体现关怀与温暖。晚会流程中，
还设置抽奖环节，由支部书记为参与居民
进行幸运大抽奖，丰厚的小年夜礼品，为
社区居民带来阵阵惊喜。

“众筹”村晚 喜迎春节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皇甫秋艳 石秀涛 文/图

游览樱桃沟 别样过大年

为确保春节和元宵节“双节”期间社会治安良
好，提升出警机动性和灵活性，昨日下午，巩义市公
安局举行铁骑队授旗仪式暨2019年“双节”安保誓
师大会，现场为交警铁骑队、特巡警铁骑队授旗，并
开启“双节”安保行动，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祥和安
乐的双节。 本报记者 谢庆 摄

为进一步丰富社区青少年的假期生活，提升国学
素养，助其知晓中华礼仪，昨日，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
处普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学国学 知礼仪”
青少年春节中华传统礼仪活动，吸引社区许多青少年
及其家长参与。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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