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二七区文化馆，辖区居民未成年子女街舞公益
培训班开班。孩子们学习认真，充满活力，在互动中体会舞
蹈的魅力和乐趣。据介绍，为了丰富活跃二七辖区学生的暑
假生活，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二七区文化馆深入贯彻落实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统志愿服务活动工作要求，大力开
展绿城“春雨行动”，成立了多支志愿服务分队，积极开展文
化旅游学雷锋志愿者服务工作，为居民提供更好更高质量的
服务。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新编豫剧《花县令》彩排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姜新党 文/图）7月 15日晚，

郑州香玉大舞台，宾朋满座，灯火辉煌。中牟县豫剧团大型
新编历史剧《花县令》在此彩排。

“大雪大雪且慢降，逃荒亲人难还乡。白发孤影久悬望，望
断前路望断肠……”一腔悲惨、凄凉、无奈、绝望的伴唱声，拉开
了彩排的序幕。

《花县令》是根据中牟真实历史人物潘安所创，带有极强
的地域特色。潘安（公元 247年―公元 300年），西晋著名文
学家、政治家。时任河阳县令，因相貌出众、面若桃花；才华
横溢、妙笔生花；又心怀黎民、种植桃花，人称“花县令”。

继2017年《中牟令》之后又一精品力作，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于4月 8日在郑州召开剧本研讨会，专家学者给予中肯
意见后，三易其稿，6月 13日起，主创人员及全体演职人员不
分昼夜、加班加点辛苦排练，7月 15日完成彩排，历时近一个
月。付出就有收获，彩排演出受到了专家领导的高度认可。

讲述的是：晋武帝时期，河阳哀鸿遍野、赤地千里。县令
潘安出于政治理想及爱民之心，种桃换粮，以解民忧。丰收
在即，一场冰雹，花果凋零……潘安不忍百姓雪上加霜，私开
官仓放粮济民。因触犯国法，被押赴刑场。河阳百姓为保下
潘安，送归粮食，且焚烧桃树。就在潘安万念俱灰之际，县衙
内外开满了假花。河阳花落桃红，百姓载歌载舞，庆祝丰年。

该剧以潘安任职河阳种植花木为主线，演绎了一个睿智
果敢、清廉朴实、仁德亲民、作为担当的“花县令”。剧中人物
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情感张力十足，节奏跌宕起伏，集
文采美、人才美、官声美、心灵美、德行美于一体，塑造了潘安
天下第一美男的清官廉吏形象。

本报讯（记者 武建
玲 通讯员 韩艺凡 文/图）
17 日，上街区城管局联
合工业路街道办事处、朱
寨社区等单位在朱寨社
区文化广场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趣
味宣传活动，以普及“垃
圾分类”常识，深化“垃圾
分类”意识。

此次活动以“垃圾分
类从我做起”为主题，居民
朋友们既可以通过宣传页
和志愿者的讲解了解垃圾
分类的有关知识，还可以通
过游戏互动加深对垃圾如
何分类的认识。现场所有
游戏活动都准备了积分卡，
居民顺利通关即可获得积
分卡，并可在游戏结束后凭
借积分卡兑换手帕纸、垃圾
袋、洗洁精等。快乐罗盘转
转转、滚铁环、扔沙包……
有趣又实惠的游戏互动吸
引了不少居民参与。

本次活动是一次生
动的垃圾分类教育实践，
也标志着上街区工业路
街道以朱寨社区为试点
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式开
始。下一步，该街道还将
以点带面，从提升认知、
习惯养成、环境提升等方
面发力，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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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一小步，健康文明一大步。昨日上午，管城区紫荆山
南路街道航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垃圾分类我能行，绿色行动
我先行”环保宣传主题活动。紫光社区从环保故事绘、观影学习垃
圾分类、垃圾卡片趣味投桶游戏和垃圾分类实践，培养青少年儿童
的环保意识，认真做好垃圾分类，让习惯成为生活，让家园更环保更
美丽。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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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职业技能竞赛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沈冰 李光宇）“展技能风采 铸荥

阳工匠”。昨日，记者从荥阳市人社局获悉，为加强荥阳市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荥阳将举办 2019年荥阳市
第二届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据了解，此次竞赛由荥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人社局牵头，荥
阳市教体局、交通局、科工局等单位承办。2019年荥阳市第二届
职业技能竞赛报名时间为 7月 18日至 8月 10日，竞赛项目、工种
10个，包括焊工、汽车维修工、数控车工、服装制版师、中式烹调
师、电工、养老护理、医疗护理、钢筋工、叉车司机。荥阳市范围内
各企事业（机关）单位的职工，各职业学校的学生，私营企业、个体
从业人员，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等都可以报名。需携带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1张、二英寸照片 3张，填写竞赛报名表一式两份。据
介绍，各个项目、工种竞赛按决赛成绩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一等奖一名奖金 10000元，二等奖两名每人奖金 5000元，三等奖
三名每人奖金3000元。

登封牵手陕西文旅“高手”
打造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17日上午，登封市人民政府正式签约在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园林绿化等多方面都拥有丰
富经验和雄厚资源的陕西袁家村汉华文旅集团，向着把登封建设
成为天地之中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少林功夫国际旅游目的地城
市、跻身国内旅游城市第一方阵的战略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登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资源丰富。登封市现有各类文物
古迹 1497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1处 23项，居全国
县（市）之首；备案的 16家景区（点）、星级酒店 8家、快捷酒店 40
余家，社会餐馆 80余家，茶社咖啡吧 43家，娱乐场所 23家，各具
特色的农家乐140余家。现有旅行社13家，报备的分支机构分社
9家、门市部20家。全市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3万人、间接从业人
员在10万人左右。

2018年 2月，登封被确定为第四批“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单
位”；2018年 10月和 2019年 5月，登封市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分
别顺利通过了河南省旅游局中期评估、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
调研评估。下一步，登封市还将全面实施旅游标准化引领战略，
扎实贯彻落实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促进旅游服务质量、管理水平
全面提高。

7月 14日，中牟县大孟镇土寨村西头
的小广场上，看到村上38名党员为自己父
母洗脚的场景时，围观的群众自发地鼓起
了掌。

原来，土寨村党支部在此举行“党员政
治生日会”活动，用一种颇具仪式感的形
式，为入党时间在 7月份的正式党员共庆

“政治生日”。
逐项完成奏唱国歌、重温入党宣誓、上

半年工作总结、政治理论学习、收缴党费等
“规定动作”之后，土寨村别出心裁地进行
孝老爱亲——“给父母洗一次脚”这一“自
选动作”。

“我看有群众抱着孙子孙女过来看，他
们责任不轻啊，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
能跑了还怕摔着，他们不仅把你养大，还继
续像老黄牛一样再看你的孩子，父母为你
们操碎了心，现在父母老了，你为父母操了
多少心、尽了多少孝……”村支书张会杰对
参会的党员说。

各位父母在板凳上坐定之后，子女们
各自端着洗脚水放在他们跟前，为他们脱
袜子，把脚轻轻放到洗脚盆中。双方经过
短暂的羞涩扭捏之后，慢慢地大多陷入沉
思，默默地洗，默默地在感受，有的父母子
女在看对方的那一刻，竟然都是泪水在眼
眶打转。

“说实话，我们党员本想着感动别
人，起个带头作用，却先感动了自己。我
是给老掌柜用心在洗，认真在洗，在洗脚
那一刹那，因为还有工作安排，我强忍着
没掉泪。”50岁的张会杰感慨地说，“老掌
柜今年 78 岁，洗时看他那表情，真是难
以形容，看着可凝重，手摸着有点浮肿的
脚，心里满是内疚愧疚，对他关心太少，
小时候的一些事一下子涌上心头。每到
工作困难，我都能想到他给说的‘没有过
不去的火焰山’，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
不到的……”

“占明叔给您洗过脚没？”张会杰问旁
边 86 岁 的 抗 美 援 朝 老 兵 朱 振 华 。

“ 你 给 你 爸 洗 过 没 ？”朱 振 华 反 问 道 。
“没。”张会杰答道。
“儿子给你洗脚是啥感觉？”
“幸福！”
张会杰对于“幸福”解释说：“咱老百姓

常说得劲、舒服，他没说这俩词，说明不足
以表达他内心的感受。”

在现场，一位年轻女子为一个老汉洗
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洗脚的名叫王丹华，1990 年生人，老
家在周口，丈夫是大学同学，在校期间因表
现优异一起入党，嫁到土寨村之后组织关
系也转到村里，平日积极参加村里活动及

事务。当时婆婆去娘家办事，59岁的公公
王国民被央求到洗脚现场。

“俺公公不好意思，我更不好意思，咱
是党员，硬着头皮也得洗。洗着洗着想想，
公公婆婆忙了地里忙家里，照顾俺俩年幼
的孩子，也真不容易，想到这，我心里就释
然了许多。”王丹华坦言。

“这活动举办得真好，真教育咱群众，
我父母都去世好些年了，这辈子是没机会
为父母洗脚了。”70岁的村民刘二庆唏嘘
不已，“洗脚看似事儿不大，但扪心自问，
谁给自己爹娘公公婆婆洗过脚。这一洗，
会让亲情更融洽，家庭更和睦，家和万事
兴嘛。”

“在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之后，精神文明
的建设也要跟得上，土寨村举办孝老爱亲
活动是个有益的尝试。正好党风促村风，
立好家风带民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
谐的家庭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党员
做给群众看，一代做给一代看，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良好的家
风、民风、村风，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不
可估量。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教育引导，做
好典型示范，深化乡村移风易俗，加大农村
精神文明创建的力度，让淳朴的好风气在
我们乡村蔚然成风。”大孟镇党委书记刘海
峰表示。

党员带头孝老 淳朴乡风盛行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刘明豪 常盛寒 文/图

应急演练进市场
以练促战保安全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苏博 牛晓丽）昨日，
一场液氨泄漏事故应急演练在河南中原四季水产物
流港举行。

演练现场，河南中原四季水产物流港冷库部值班
人员发现液氨储罐区 5号低压循环桶发生泄漏，液氨
泄漏而出。现场产生大量白雾，巡检人员当场“中毒”
晕倒在储罐区。企业立即展开自救并启动应急预
案。随即，抢险组、通信联络组、应急疏散组、医疗保
障组等12个小组立即进入实战状态，按责任分工开展
救援工作。“中毒”人员经急救后被送往医院;消防人
员对泄漏区域大面积用消防水稀释;抢险人员对泄漏
的液氨储罐进行抢修和维护;化验人员对氨站周围水
质进行检测;应急疏散组对人员进行紧急疏散撤离。
经过紧急抢修，泄漏部位修复，泄漏的氨气和排放的
废水进行回收，在监测显示正常后，氨站投入使用，演
练活动圆满结束。

据了解，此次应急演练由惠济区市场监管局联合
区应急管理局、大河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主办，辖区冷
库负责人、食品生产企业代表、商户代表共1000余人参
加应急演练和观摩。演练结束后，现场总指挥对演练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切实提高各
单位之间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特种设备领域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部门携手多措并举
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罗欢）夏季是病媒

生物生长和繁殖最旺盛的季节，也是各种传染病的高
发季节，为推动健康城市、健康乡镇创建工作，预防各
类传染病的发生，更好地改善广大居民的生产生活环
境，结合四城联创工作，荥阳市豫龙镇于近日组织开
展了“四害”防治及消杀活动。

本次消杀活动由该镇爱卫办牵头，聘请专业病媒
生物防治消杀队伍具体实施，对辖区内的公园、医院、
超市、社区、政府、集贸市场、中转站、公厕以及学校、
宾馆、餐饮服务行业等重点场所进行灭蟑、灭鼠、灭
蚊、灭蝇的“四害”消杀工作，从而进一步控制和降低
蚊、蝇、蟑、鼠等病媒生物密度，减少病媒生物相关传
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为广大居民营造健康良好的生
产、生活环境。专业消杀人员每到一处都要认真检
查，针对不同的环境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消杀方式，在
蚊蝇密集的地方悬挂诱蝇笼，对蚊蝇分布较广的地方
采取药物喷洒，在重点行业和不宜喷洒药物的地方放
置粘蝇板等。共出动人员 30余人次,投放药物 20余
公斤,消除蚊蝇蟑鼠滋生地 120余处。期间，工作人
员就消灭“四害”的注意事项及预防办法对群众进行
详细的讲解，受到普遍好评。同时，该镇积极动员各
村开展以清垃圾、整沟渠、除积水为重点的环境整治
活动，彻底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场所，从源头上减少病
媒生物的滋生。

爱心支教路 情暖山沟村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任真 文/

图）“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昨日
一大早，太阳初升，登封市宣化镇第三小
学传来琅琅读书声，来自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小水滴”支教队员，正在课堂上教孩子
们学语文、读诗歌。

为响应我省大中专学生“三下乡”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土木
与交通学院的“小水滴”支教团来到了登
封市宣化镇山沟村。为了丰富孩子们的
视野，这些远道而来的“老师们”开设美
术、书法、手工、科学实验等课程，同时开
设军操课来锻炼孩子们的体质。

此外，“小水滴”支教队员还积极联
系当地消防部门，为孩子们筹集了多本
《安全知识手册》，利用晨读时间给孩子们
讲解生活中的一些安全知识，使学生树立
安全思想，加强安全意识。

“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的女儿，她
虽然残疾，但是可以自食其力。我希
望她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可以坚
持她的音乐梦想。”这是北林路街道广
电社区葫芦丝残疾人老师娄真母亲发
自一年前的“求救”。

一年过去了，娄真如鱼得水，挥洒
自如，自然也除去了母亲内心深处的
一块儿“心病”。让娄真“如鱼得水”的
大舞台就是广电社区独辟蹊径开设的

“爱心银行”服务站。为充分发挥社区
志愿者在社区社会工作中的突出作
用，从 2017年起，广电社区党支部成
立了“爱心银行”服务站，现注册志愿

者 146人，同时拉起五支志愿者服务
队伍：党员先锋队、企业能量团、小小志
愿者队、在校大学生队与社区学苑公益
教师团。从2017年开始至今，五个志
愿者支队共开展了志愿者服务次数不
下2000次，服务人数多达5000余人。
2018年，娄真成为服务站的志愿者，开
启了志愿服务的“阳光生活”之旅。

直到今天，大家还记得2018年初
秋的一天，“爱心银行”服务站的工作
人员正在招募志愿者，突然大家被一
个步履蹒跚的姑娘吸引住了，她说她
叫娄真。很坚定的眼神看着工作人
员，然后说她要加入到社区学苑公益

教师团的志愿者队伍中来。工作人员
看着她走路的状态有些犹豫，问她可
以做些什么？她说可以免费教授大家
葫芦丝。面对这个“阳光女孩儿”，广
电社区开怀接纳。不仅如此，该社区
党支部还帮她申请课堂经费、提供社
区用房，积极协调给她发放公益补贴。

“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被
爱意呵护的娄真开始以绵薄之力帮助
他人，走进广电社区“爱心银行”服务
站的公益大门后，娄真就像换了个人
儿似的，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她
都像其他志愿者队伍里的公益老师一
样，坚持自己的理想默默付出。

从“爱心银行”走出的阳光女孩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邵静文

昨日，由中原区委、中原区政府主办的中原区绿
城使者“春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暨“红色文艺轻骑
兵”文化志愿进基层文艺展演举行。活动现场有精彩
的舞台表演，也有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如面
塑、手工布鞋、糖画等。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