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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 通讯员张旭
长）“刘书记，俺一把年纪了，还没住过
楼房呢，咱这安置房什么时候开建呀？”
2月 27日上午，在湛河区荆山街道辉岗
村棚户区改造安置区现场，村民们正忙
着指挥搬家公司往车上搬家具，看到村
党支部书记刘万军走过来，村民刘保平
和几位村民急忙围过来问了起来。“快
了，地只要腾出来，马上就能开工。”刘
万军说。

连日来，辉岗村村民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支持下，正忙着租房屋、拆老宅，
为棚户区改造创造条件。据统计，该村
棚改一期安置区涉及拆迁户 150 余户，

截至目前已完成拆迁 130 余户，其余各
户均已达成拆迁协议。

近年来，湛河区紧抓市区南扩等有
利时机，决定把东至平舞铁路、南至沙
河两岸、西至平桐路、北至新南环路，约
36平方公里的区域建设为产业高端、功
能现代、生态宜居、创业便利的新型城
区，进而推动三产转型，实现区域经济
快速发展。

为全面改善人居环境，有序推进区
域经济发展，该区坚持“以人为本”的征
迁原则，去年初成立棚改小组，由区、街
道、村三级领导，城市建设专家、人大代
表共同参与，对棚户区进行整体规划设

计，按照国家棚户区改造标准，拟定改
造拆迁补偿方案。

为保证棚改后村民有充裕的创业
渠道和固定的生活来源，该区采取“改
造与招商”同步进行的工作模式，建立
大招商机制，对改造区域进行统筹规
划，实施定点招商，引进服务业、金融业
等三产项目及科技创新型产业，建立村
民物业服务公司，为村民创造创业就业
条件。在棚改区配建经营性用房，作为
村民的一项可持续收入来源，由集体统
一经营，村民人人有股，统一分配相关
收益。

为确保棚户区改造工作稳步推进，

该区采取县级领导定期进村调研，组织
召开村民大会、入户问需等多种形式，
宣传拆迁政策，了解群众困难。在此基
础上，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细化帮扶
措施，帮助群众解决征迁工作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同时，根据群众诉求，拆迁
户的租房费用、搬家费用由政府垫付，
对于空调、热水器等大件物品，由村集
体负责拆装到位。

此外，该区已与一期投资10亿元的
奇柯全球商品直销中心、风情小镇建
设、园林水系景观建设等项目达成投资
协议，项目落地后，将直接解决 2000 余
名安置区群众的就业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 改造招商同进行

湛河区“以人为本”加快棚户区改造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2月27日
上午，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市
司法行政机关以迎接、服务、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持续“贴
中心、抓目标、创特色、上台阶”工
作思路，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信
息化建设为抓手，司法行政各项工
作高位谋划、高效落实，各项监管
工作持续稳定向好，法律服务能力
有效提升，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2018 年，全市司法
行政机关要持续“贴中心、抓目标、
创特色、上台阶”工作思路，以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统筹、盘活、做
优、做强各项工作，以项目化管理
提升工作质量，以信息化建设提升

工作效率，不断开创司法行政工作
新局面，为我市晋位次争上游走前
列、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还表彰了 2017 年度目标
考核暨平安建设先进单位，各县

（市、区）司法局和市监狱、市强戒
所班子成员、办公室主任，市恒信
公证处、市政法干校、市法律援助
中心等单位的负责人分别递交了
2018 年度全市司法行政机关推进
综治和平安建设责任书。

2017 年，我市率先实现一村
（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率先完
成公证体制改革，全市司法行政工
作目标考核位列全省第二名，被省
司法厅授予“目标考核暨平安建设
先进单位”称号。

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
王自行 徐汝平）“老李，水银温度
计应悬挂在棚中段的中央位置，每
天上午9点后可进行观察温度计读
数，当观察到温度超过30摄氏度时
开始揭膜通风降温……”2 月 26
日，在郏县茨芭镇付村育苗工场
里，来自镇烟站的烟技员王自军正
在给工人讲解水银温度计正确悬
挂要领。

为更好地服务烟农，2月 22日
一上班，郏县 327 名烟技员就带上
行李到各自分包的育苗点里，与烟
农实行对接，把烟农所需的育苗物
资悉数送到户，对育苗质量施行全
程跟踪；优化整合 30 个育苗点，充
分利用好四连体、钢结构单体大

棚，合理分配育苗计划，对不服从
管理、操作不规范、烟苗质量无保证
的育苗户实行淘汰制；全面落实机
械化精量播种，严格种子发放管理，
在落实好严控种植规模的前提下，
满足种植用苗的需求，完善好物资
发放手续，签订育苗协议，严格补贴
流程规范，落实好痕迹化管理。

“‘苗好一半收，苗差产质丢’，
有烟草公司派来的技术员现场指
导，我轻松多了，到时候评比拿第
一名没问题。”育苗专业户李宗典
满怀信心地说。

截至 2 月 26 日，郏县 417 个育
苗棚所需水银温度计已悬挂到位，
小苗移栽种子已撒播完毕，常规移
栽用苗3月1日前完成播种。

郏县327名烟技员分包30个育苗点

本报讯（记者傅纪元）为确保
春季开学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市教
育局要求各县（市、区）教体局组织
开展春季开学大检查。3月5日至3
月9日，市教育局将组成8个检查组
对局属学校进行专项检查。

检查期间，各检查组深入学
校，采取听(听汇报)、看(看校容、校
貌)、查(查资料)、访(访教师、访学
生)、议(议办学过程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及解决方法和措施）的方式，
重点检查学校开学准备情况；学校

班子成员到位、担课情况；教师到
岗、学生到校、教材到位情况；学校
收费情况；党风廉政建设安排情
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

“四风”采取的具体措施；教育教学
秩序及管理情况；师德师风建设情
况；特色学校创建情况；校园卫生、
安全维稳情况。

检查期间，家长可拨打两部电
话 2629909、2629927，对学校违规
办学行为进行举报，对学校办学提
出意见和建议。

家长可举报违规办学行为

我市将开展春季开学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好多
年没有见过了，看着真得劲啊，很
不错。”2月 26日下午，宝丰县大营
镇韩庄村民间艺术团到石龙区社
会养老服务中心为老人献艺拜大
年，观看节目的五保老人王五松高
兴地说。

韩庄村民间艺术团当天共来
了近30名成员，他们表演的节目有
划旱船、骑毛驴、抬花轿等。当天
下午4点，记者来到现场时，由杜富
松老先生导演的骑毛驴正在上演，
老先生左一扭右一扭，一会儿前进

一步一会儿后退一步，一会儿学着
毛驴的神态大叫一声，滑稽的表演
加上夸张的化装惹得在场老人掌
声笑声不断。随后，由乔小君、刘
清珍指导的划旱船、抬花轿、扭秧
歌也引得老人目不转睛。

该养老服务中心护工樊素霞
家住韩庄村，她自己也是文艺爱好
者，下班回家后经常和大家一起表
演民间艺术节目。过春节了，她特
别组织大家为养老服务中心的老
人表演节目，希望给老人们带来快
乐。

民间艺术团为石龙区老人献艺

本报讯（记者杨德坤）农村生
活污水怎么排、怎么治？2 月 27
日，记者从舞钢市环境污染防治部
门获悉，该市近日组织环保部门及
相关乡（镇、街道）深入村庄、社区，
调研农村污水治理情况，为农村污
水治理寻出路、找办法。

针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群众对改善农村居住环
境要求提高以及水污染防治环保
要求等一系列现实需求，该市统一
思想认识，形成农村水污染治理工
作合力，对除城中村外其他村庄的
生活污水排放现状进行集中排查，
找出问题根源，抓住问题实质，分

析、制定适应各个村庄的生活污水
收集处理模式；确定农村污水治理
可研报告和明确具体农村污水治
理实施方案编制单位，由各相关部
门协同配合，逐村进行村庄生活污
水排放现状实地调查，并根据各个
村庄的地理位置，因地制宜，大量
采取人工湿地等办法收集处理农
村生活污水。

该市以韦河、石漫滩水库和田
岗水库为重点，先期进行治理，逐
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采取
分年度治理的方式，列出要治理的
村庄和采取的治理方式，力促农村
污水治理快推进、见成效。

舞钢市“试水”农村污水治理

本报讯（记者巫鹏 田秀忠）一条街传承
书会千年传奇，一台戏展现民俗淳厚魅力。2
月 26日晚，以宝丰马街书会 700多年兴衰为
背景题材的国家艺术基金 2017 年度舞台艺
术创作项目，原创方言话剧《老街》回到故事
的起源地，在宝丰县演艺中心成功演出。

话剧《老街》的原型马街，地处古应河畔
的宝丰县马街村。书会期间，全国数千名艺
人负鼓携琴汇聚于此，以曲会友，堪称世界艺
术史上的奇观。1996年，马街书会被确定为

“中国十大民俗”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经
世界纪录协会认证，马街书会被确认为世界
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

话剧《老街》由宝丰县人民政府与河南歌
舞演艺集团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彩排，联合打
造而成。全剧共分11个章节，由总政话剧团团
长王宏担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宫晓东任导
演，省文联副主席、曲协主席范军领衔主演。
该剧以宝丰马街书会700多年兴衰为背景，通
过对马街书会状元“七岁红”从艺生涯的描写，
反映民间曲艺艺人在面对危难时的民族大义
和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担当，从而发
掘马街书会这一世界最大的民间艺人盛会历
经沧桑却兴盛不衰的根基和内在力量。

在历时 2小时 30分钟的演出中，现场掌
声雷动、反响强烈。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大
调曲、三弦书、数来宝等十多种民间曲艺交织
成美妙和音。艺术家们以一流的水准、浓郁
的河南乡音、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向观众展
示了宝丰马街书会、展示了中原曲艺文化，呈
现了一台洋溢着浓厚生活气息的艺术盛宴，
使观众感受到中原方言魅力，踏上“一日能看
千台戏、三天能听万卷书”的书会文化活态传
承之旅。

原创方言话剧《老街》于2月26日-28日每
晚在宝丰县演艺中心举行一场演出。此后，还
将走进国家大剧院、北京大学等地演出。

方言话剧《老街》
回 到 宝 丰 演 出

本报讯（记者巫鹏 田秀忠）河南坠
子、东北大鼓、四川扬琴……2月 27日上
午，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家们云集马街，
同台竞艺，各展风采。由中国曲协、河南
省文联，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主办，河南
省曲协，宝丰县委、县政府承办的第十三
届宝丰马街书会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在马
街书会会场精彩开锣。

当天上午，会场内人潮涌动，上午 9
时，省曲协选送的河南坠子《致富不忘交
通人》拉开了此次展演的帷幕。辽宁曲

协选送的东北大鼓《家和万事兴》、广东
曲协选送的快板书《缘是一家人》、重庆
曲协选送的四川扬琴《长城新谣》、广西
曲协选送的壮族唱天《咪洛甲》等精彩节
目相继上演，艺人们纷纷拿出看家绝活，
热情饱满地为观众说书逗唱，悠扬的琴
声、铿锵的鼓声、清脆的板声和艺人们的
激情说唱，汇聚成马街书会最具特色和
底蕴的一道风景线。天南地北不同风格
的曲艺精品让台下的观众看得如痴如
醉，掌声阵阵。观众纷纷拿出手机、相

机，记录下精彩瞬间。
马街书会优秀曲目展演活动已经

连续举办了 12 届，此次展演共有来自
15 个省市的 26 个优秀节目参加，展演
共进行两天，分别于正月十二和正月
十 三 在 马 街 书 会 主 会 场 举 行 。 马 街
书会是“中国十大民俗”之一，通过展
演，全国各地曲艺家们不但为古老的
马街书会注入新鲜血液，也为全国各
地曲艺名家搭建了合作交流、共同提高
的平台。

宝丰马街书会优秀曲艺节目展演精彩亮相

2 月 27 日，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团
小分队“送欢笑到基层”走进宝丰县观
音堂林站余家花苑演出精彩上演。本

台大戏是中国曲协组织的文艺小分队
深入山区扶贫慰问的首场演出，来自
国内各地的艺术家们现场冒雨分别表

演了相声、小品、魔术等不同形式的节
目。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巫鹏）2 月 27
日下午，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中国曲艺
牡丹奖艺术团小分队“送欢笑到基层”走
进宝丰县观音堂林站余家花苑演出精彩
上演。演出由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
人鞠萍主持。

下午2时许，在新落成的余家花苑党
员群众综合服务中心前，前来现场观看
演出的群众已坐得整整齐齐，屋檐下、道
路上也站了不少观众。演出活动在中国
曲协副主席闫淑平和搭档佟长江合作的
二人转《过河》中拉开帷幕。接下来，由

相声表演艺术家苗阜和徒弟木头带来的
相声《采风》让现场观众捧腹大笑，魔术
脱口秀《欧买噶》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了魔
术的魅力，由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赵炎
和搭档张钢带来的相声《说学逗唱》将现
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演出最后在“西部
歌王”高保利演唱的歌曲《吉祥安康》中
结束。

鞠萍告诉记者：“牡丹奖是中国曲艺
的最高奖，本次演出的演员阵容都获得
过牡丹奖，而且经过了多年的基层演
出 锻 炼 ，我 很 荣 幸 能 够 跟 随 他 们 过

来。在现场看到许多观众在雨中没有
打伞观看演出，我感动得就要掉下泪
了。”

余家花苑为观音堂林站余家村的贫
困村易地搬迁项目，建成于2017年8月，
共可供388户贫困户“拎包入住”，目前已
入住 187 户 713 人。观音堂林站党委书
记牛向阳说：“尽管下着雨，但群众的热
情非常高。感谢中国曲艺家协会的艺术
家为我们贫困山区送来了一份厚礼。下
一步我们要带领群众不仅在物质上脱
贫，更要在精神上脱贫。”

“鞠萍姐姐”携明星大腕冒雨演出

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团小分队
“送欢笑到基层”演出举行

本报讯（记者卢晓兵）2 月 26
日，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回顾
总结2017年全市公安工作，深入分
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部
署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志辉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2017年全市公安机
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民警有力
维护了全市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
大局持续平稳。2018 年是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市公
安机关要紧扣新时代新使命，瞄准
新矛盾新要求，按照市局党委确定
的新时代平顶山公安工作“保持一

方稳定、赢得群众满意、带出过硬
队伍”的发展思路和工作方向，牢
记“四个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
持问题导向，忠诚履行好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的新时代职责使命，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会议表彰了 2017 年度“全市
公安工作优秀单位、先进单位、先
进基层单位”，“全市优秀人民警
察”，全市公安机关“十佳窗口单
位”，第二届“创意创新奖”获奖项
目和优秀组织奖。

邓志辉出席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巫鹏 田秀忠）引荐师介绍传
艺师，徒弟向传艺师叩拜、递交拜师帖……2月
27日下午，一场传统的收徒拜师活动在马街
书会举行。我省曲艺表演艺术家李永福和著
名河南坠子演员邢玉秋喜收高徒。

马街书会历史悠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
一大奇观和曲艺文化的“活化石”，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收徒拜师
活动是马街书会传统的民俗活动之一。

记者当天下午在收徒拜师仪式现场看
到，按照传统，首先由引荐师介绍传艺师，徒
弟向传艺师叩拜、递交拜师帖，传艺师向徒弟
授门规祖训，弟子表态发言，师徒共同向河南
坠子的开山鼻祖邱祖敬香叩拜，拜师人向引
荐师、保师鞠躬答谢，保师作祝贺讲话。随
后，师徒同台向来宾、同行献艺。

“我从小热爱河南坠子，今天有幸成为邢
玉秋老师的弟子，今后一定要好好向老师学
艺，把曲艺文化学习好，传承好。”宝丰县杨庄
镇石灰窑村村民王瑞峰激动地表示。

李永福出生于艺术世家，师从著名曲艺
表演艺术家、曲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赵派
河南坠子创始人赵峥先生，现为河南坠子传
承人、著名坠琴演奏家、军旅艺术家。

邢玉秋是我省赵派河南坠子著名演员，
从艺近40年，擅长多部长篇大书和近百个中
篇段子，多次在各级曲艺大赛中荣获重要奖
项，目前为市级河南坠子代表性传承人。

马街书会收徒拜师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巫鹏 田秀忠）2 月 27
日，2018 年中国·宝丰马街书会新闻通气
会在宝丰迎宾馆举行。新华社、河南日
报、平顶山日报、平顶山电视台等 25 家媒
体的数十名记者参加新闻通气会。

新闻通气会上，宝丰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吕晋首先对2018年中国·宝丰马街书
会活动安排及亮点进行通报。在简单介
绍马街书会的有关情况后，吕晋说，今年
马街书会共有 7 项活动，呈现四大看点。

其中，农历正月十三上午，在马街书会主
会场刘兰芳艺术馆将举办刘兰芳艺术馆
开馆暨刘兰芳从艺60周年典礼。届时，刘
兰芳先生将登台和广大群众见面。此外，
以宝丰马街书会700多年兴衰为背景题材

的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舞台艺术创作项
目，原创方言话剧《老街》也回到了故事的
起源地，在宝丰县演艺中心进行3场演出。

在情况通报后，该县文化部门负责人
对媒体记者关于宝丰县针对中国文化史
上的一大奇观和曲艺文化的“活化石”的
马街书会进行了怎样的传承、保护和发
展，以及宝丰县被文化部命名为说唱文化

（宝丰）国家级文化生态试验区后，做了哪
些工作，对宝丰文化乃至中原文化将产生
怎样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

今日刘兰芳先生登台

宝丰马街书会新闻通气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