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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轶鹏）2月27
日、28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
厅长张达一行到我市专题调研棚
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市场运行情
况。副市长魏建平参加调研活
动。

张达一行实地察看了魏寨村
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湛南棚户
区改造项目、南宋棚户区改造项
目和皮庄棚户区改造项目推进情
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棚
户区改造、房地产市场运行以及
问题楼盘化解工作汇报，详细了
解棚户区改造中有关货币化安
置、实物安置、资金来源、安置区
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棚户
区改造工作，政策支持，措施有

力，让利于民，宣传到位，掀起了
棚户区改造的热潮。在实施中，
科学规划、高标准建设，把棚户区
改造和城市建设相结合，改善了
民生，拉大了城市框架，提升了城
市品位。

张达对我市该方面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市
棚改工作推进扎实，项目建设得
力，取得成效显著。希望我市抢
抓国家、省棚改发展机遇，结合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进一步强化项
目谋划，加快棚改进度，改变城市
面貌，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进
一步加快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完善项目配套设施，努力把这一
重大民生工程办实、办好，不断改
善居民生活条件。

张达带队，魏建平参加

省住建厅调研组来平作专题调研

本报讯（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国栋）“枕
头风能吹得你头脑清、眼发明、辨是非，查奸
佞……咱为国为家为百姓，仰不负天、俯不愧
地、当官 无 忧 、问 心 无 愧 、平 平 安 安 度 一
生……”2 月 28 日，一年一度的宝丰马街
书会在 600 亩麦田精彩展现，宝丰县民间艺
人陆文娟、陆书娟双胞胎姐妹俩，在马街书会
设立的廉政书场表演廉政戏曲《智审荀俯案》，
精彩弹唱不时博得现场群众雷鸣般的掌声。

近年来，宝丰县纪委巧借书会搭台，设置
“廉政书场”，通过戏曲、曲艺、魔术等方式邀
请民间艺人现场演绎弘扬清风正气的经典曲
目，将廉政文化以“吹拉弹唱”等形式春风化
雨般融入其中，让群众在听戏的过程中接受
廉政教育、感受文化熏陶。

今年，该县纪委借助马街书会，现场开展
形式多样的廉政宣传活动：开展“廉洁家风，
从我做起”万人签字活动；举办廉政灯谜竞
猜；设置党纪法规咨询台，制作廉政宣传版
面，发放廉政宣传单，开展廉政问卷调查；现
场进行“清风中原”“清风平顶山”“清风宝丰”
微信公众号推广等活动。

廉戏入人心 书会扬清风

宝丰县纪委借书会
设“ 廉 政 书 场 ”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巫鹏）2 月 28 日，
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精彩开锣。市处非办抓
住这个宣传的好时机，联合宝丰县处非办等
相关部门，在马街书会现场向群众发放包含
什么是非法集资、非法集资表现形式、如何举
报非法集资等内容的宣传单，并现场解答群
众咨询的有关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持续深入开展‘防范非
法集资百日宣传’活动，马街书会影响力大，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宣传的好平台，抓住这个
宣传的好时机，深入开展防范宣传活动。”市
处非办负责人吕文卿说，近年来，非法集资活
动逐渐向农村蔓延，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地区
群众的防范意识淡薄，非法集资对农村群众
造成的危害更大。为此，市处非办把农村地
区作为近期宣传防范的重点，力求通过多种
形式的宣传活动，通过市县乡村四级联防，让
群众的防范意识入脑入心，让防范常识家喻
户晓，坚决遏制非法集资向农村蔓延，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在此次宣传活动中，市处非办发放了近
万份宣传册和2000余副扑克牌，取得了较好
的宣传效果。接下来，市处非办将持续加大
宣传力度，除了发放宣传单，制作H5微信宣
传页面，发布电视、公交公益广告，手机短信
提醒等方式外，还将开展“宣传到身边”活动，
印制发放购物袋、围裙、茶杯、雨伞等宣传品，
让防范常识走进群众生活，切实提升群众防
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借助书会平台 开展防范宣传

市处非办在马街书会
现 场 开 展 宣 传 活 动

本报讯（记者巫鹏 田秀忠）2月28
日上午，第六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曲艺展演暨刘兰芳、王印权师徒汇报演
出在马街书会主会场举行。著名评书表
演艺术家刘兰芳登台献艺，“万人空巷看
兰芳”一幕再现。

刘兰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评书的代表性传承人，为继承、
发展、弘扬评书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天，她登台表演了拿手曲目评书《岳飞
传》片段。

“十分感谢建这座艺术馆（刘兰芳艺
术馆），这也是大家的艺术馆。”在舞台
上，刘兰芳向现场观众致以新春的祝福，
并即兴表演了一段贯口《祝您幸福康
宁》。

听说刘兰芳来了，数万观众如潮水
般涌向舞台，刘兰芳的精彩演绎让现场
沸腾了，掌声、叫好声不断，人们纷纷用
手机、相机记录下这精彩瞬间。

刘兰芳的丈夫王印权不仅是曲艺作

者，更是著名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当
天的演出，王印权弟子——宝丰县萍萍
曲艺艺术中心主任牛艳萍第一个登台，
表演了由刘兰芳、王印权创作的锣鼓说
唱《我爱宝丰 我的家》，精彩的表演拉开
了此次演出的序幕。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在2006年该曲
种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天，2017年
荣获马街书会全国优秀长篇大书擂台赛
总擂主的鲁二美磁县坠子剧团团长鲁俊
美，登台表演了河南坠子《李逵夺鱼》。
扎实的唱功、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

扬州弹词，是一种以扬州方言为基
础的弹词系统曲种，2008年扬州弹词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天，扬州曲艺研究
所副所长、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牡丹
奖获得者、扬州弹词省级非遗传承人包
伟，为现场观众献上了2017年国家艺术

基金项目，曾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的
扬州弹词《月亮城》。包伟的表演字正腔
圆，语调韵味十足，让现场观众体验到别
样的江南风情。

当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
种单弦、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乐亭大鼓等节目精彩亮相，来自宝岛
台湾的演员张祖望、王晓峰表演的相
声《欢歌笑语》给现场观众带来了阵阵
欢笑。

第六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
展演暨刘兰芳、王印权师徒汇报演出由
省文化厅，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主办，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平顶山市
文广新局和宝丰县委、县政府承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曲艺队和刘兰芳、王印权的弟子表
演了 20 个精彩的节目。曲种包括河南
坠子、评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
大鼓、扬州弹词、涡阳琴书、单弦、相
声、快板等。

刘兰芳登台献艺

第六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展演暨
刘兰芳、王印权师徒汇报演出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2月28
日，卫东区第二十五届民间艺术
表演赛伴随着欢快的鼓乐声在市
体育村体育场拉开了帷幕，为数
千名观众奉上一道丰盛的文化大
餐。

上午 9 时许，东环路街道选
送的《巨龙共舞庆新年》首先上
场，一条红色巨龙与黄色巨龙来
回游走，摆出多种造型。一旁的
观众连连叫好，掌声雷动。

在近两个小时的表演中，各
街道的 12 支表演队依次上场，欢
腾跳跃的狮子、喜气洋洋的广场
舞、诙谐逗趣的小车旱船等表演

博得了阵阵掌声。
本届民间艺术表演赛以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本地特色文
化、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为宗旨，安
排了舞龙、舞狮、扇子舞、盘鼓表
演等多个精彩的民间艺术节目。
参赛的表演者以普通老百姓和一
线职工为主，充分展示了干部群
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 非 常 喜 欢 这 样 的 民 间 艺
术表演。”市民黄杰说，每年观
看这样的表演能够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特色，“表演中喜庆欢乐
的场面让人也感受到浓浓的年
味。”

卫东区第二十五届民艺表演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邱爽）2 月 27
日上午和 2 月 28 日下午，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民间艺术表演大赛
在体育公园举行。

在两天来的演出活动中，现
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来自示范
区各镇（街道）的 13 支代表队共
500余人身着盛装，为大家奉献了
一场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演出由滍阳镇夏店村的舞蹈

《欢天喜地庆新年》拉开帷幕，应
滨街道北滍村的《和谐盘鼓》气势
磅礴、动人心弦。演出期间，广场
舞、秧歌、腰鼓、铜器等传统文化
节目轮番上阵，演员们的精彩表
演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用优美
的舞姿和甜美的歌声盛赞党的好
政策，歌颂新生活。

经过评比，湖滨路街道井营村
表演的腰鼓《张灯结彩》获得第一名。

示范区民间艺术表演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2月28
日上午，宝石快速通道石龙区贾
岭村段植树造林现场一片热闹景
象，该区四大班子领导和区委各
部委、区直各单位及各街道的干
部群众、志愿者400多人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大家挥锹、铲土、扶苗、
培土，为生态石龙建设增添绿色。

今年，该区植树造林任务是
3000 亩，其中包括宝石快速通道
生态廊道建设630亩、废弃小煤厂
绿化 170亩、国储林项目 2200亩，
全民义务植树 10 万株，目前已完
成廊道绿化与山区绿化1000亩。

为确保植树造林任务圆满完
成，达到农田织绿网、山区披绿
装，该区成立了林业生态建设领

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把植树
造林任务分解到街道和村（社
区），区财政安排 600 余万元用于
生态廊道建设。同时，建立林业
生态建设微信群，各街道每天在
群里汇报进度，每周通报植树造
林情况，相关部门不时对完成任
务少的街道负责人进行约谈。

“宝石快速通道石龙区段共8
公里，去年我们完成了 3 公里的
廊道绿化，今年开始实施其余 5
公里的廊道绿化，目前已完成造
林规划、土地流转协调工作，已
完成整地打坑 90%。”该区农林
水利和畜牧局局长高红义说，计
划在3月15日前全面完成生态廊
道绿化任务。

农田织绿网 山区披绿装

石龙区加快生态石龙建设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 巫鹏）一日能
看千台戏，三天胜读万卷书。2 月 28 日
是农历正月十三，宝丰马街书会正会，应
河两岸600多亩的马街书会主会场人声
鼎沸，丝弦声声，简板阵阵，南腔北调连
成一片。马街成了民间艺人狂欢的舞
台，成了方圆十里八乡群众欣赏原汁原
味民间说唱艺术的大剧场。

在民间艺人表演区，说的唱的、听的
逛的，到处人头攒动，简板声、二胡声、喝
彩声，声声萦绕耳畔。说唱者以天穹作
幕，麦田为台，唱古论今，或欢喜悲切，或
慷慨激昂。2017 年马街书会书状元
——来自山东菏泽的刘明霞再次来到书
会现场，饶有兴致地为观众唱了一段《罗
成算卦》。“马街书会是艺人的娘家，平时
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到了一年一度的马

街书会，大家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相互
道声好，交流交流感情，同时切磋切磋技
艺。”刘明霞说。

“十九大精神鼓舞人，搞扶贫要精到
户准到人，水池铺(乡)有个张王李(村)，
第三组住着母子两个人……”商丘市八
方曲艺说唱团团长耿瑞亭演唱的十九大
精神的唱段，吸引了不少人。“我们一行
15人正月初十就来了，今天在书会现场
分成三摊演出，期望能够写出去。”该团
73岁的编剧任铁民说。

“宝丰县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
呐，今年是我第 16 次赶马街书会，每次
来你们都这么热情，这是对我的支持，也
是对曲艺的支持，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支
持!”在刘兰芳艺术馆开馆暨刘兰芳从艺
60 周年典礼上，刘兰芳饱含深情地说。

今年适逢刘兰芳从艺60周年，宝丰县斥
资 6500 万元修建的刘兰芳艺术馆于当
日开馆。

今年的马街书会还举行了第六届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展演”暨刘
兰芳王印权弟子汇报演出、第十三届马
街书会优秀曲艺节目展演、中国曲协牡
丹奖艺术团小分队“送欢笑到基层”扶贫
演出、大型方言话剧《老街》展演等。

被列为“中国十大民俗”之一、河南
民俗经典之首的马街书会，2006 年 5 月
20日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 年 2 月 22
日，马街书会通过世界纪录认证，成为世
界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

今年，马街书会到会艺人有 315 摊
共1317人，参会群众约26万人次。

简板声二胡声声声萦耳 天作幕地为台唱古论今

2018年宝丰马街书会开幕

俗话说，不出正月都是年。在乡里乡
亲忙着走亲访友时，湛河区河滨街道褚庄
村村民张清晨，却从大年初一就钻进了香
菇大棚，忙碌起他一直惦记的农活。

大棚里面温暖如春，一袋袋菌棒整齐
排列，一株株香菇如花绽放。“这种大棚虽
然简单，但是能保温能通风。你看看，这
个就可以摘了，那个还得等两天。”说起种
香菇的事儿，张清晨来了精神，“种香菇只
要掌握好湿度和温度、菌种质量等环节，
就能生产出上等的香菇。因为技术过关，
周边农贸批发市场销售方便，所以种香菇
收益不错。”

自从2006年种香菇以来，目前已有16
个菇棚，大棚成了张清晨的家。几乎每
年春节，他都在大棚里和一茬一茬的香
菇度过的。为了保质保量按时供应，张
清晨和几名工人吃住在大棚，在大棚里
过年。“蘑菇种得好，订购的就多，大家都

喜欢个大、肉厚的香菇。”张清晨自豪地
说，别人忙着过大年，他忙着过年挣新春

“大红包”。
张清晨所说的新春“大红包”就是每

天几十筐香菇的销售收入。他说，节日这
几天，蘑菇批发价是每公斤 10 元左右，每
天批发出去 100 多公斤的香菇，就相当于
每 天 从 菇 棚 里 收 到 1000 多 元 的“ 大 红
包”。他算了一笔账，从腊月二十三到腊
月二十九一周时间里，他就收入1万多元，
从正月初二算起到正月十五，这14天可以
收入2万多元。

菇棚多了，张清晨就找村里的人帮
忙，“老员工”就有十来个：装运菇棒、采摘

香菇，劳动强度小了，收入高了，又不耽误
忙家务，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这些年，在菇棚里过年心里舒坦!”正
在装车的张清晨笑意盈盈，自己富了，又
带动乡亲致富，“走亲戚拜年，说话都有底
气!”

近年来，湛河区因地制宜带动当地农
户积极发展食用菌种植，通过引导种植户
走精品化、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子，带动农
户实现增收。曹镇乡曹西村的河南金味
仔实业有限公司香菇供应基地达70多家，
香菇成了农民的致富宝，直接带动6000余
名农民就业。

（本报记者 张亚丹 通讯员 李向平）

菇 棚 里 面 过 大 年
开栏的话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
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讲的这句话，揭示
了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为
深入宣传学习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观点，
本版即日起开设“新时代 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专栏”，聚焦“奋斗”这一主题，宣传阐
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
种幸福”“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等一系
列重要论述的深刻含义和现实意义；多领
域、多侧面挖掘典型人物，深入发掘他们
在平凡岗位上努力奉献、不懈奋斗的感人
事迹；多视角、多形式讲述奋斗故事，展示
我市新时代奋斗者的新风貌、新作为；大
力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凝聚全市各界奋进的力量，积极营造努力
奋斗、奋斗幸福的舆论氛围。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2 月
28 日，记者从市委政法委获悉，
我市 2017 年度“十大政法事件”

“ 十 佳 政 法 新 闻 ”评 选 结 果 揭
晓。

为总结经验，鼓舞斗志，弘扬
正能量，推动我市政法工作继续
上台阶，今年 1 月市委政法委开
展了 2017 年度“十大政法事件”

“十佳政法新闻”评选活动。目
前，活动结果揭晓。

2017 年度我市“十大政法事
件”为：1.我市政法维稳系统全力
保障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圆满
完成各项安保维稳任务，受到了
省委、省政府的通报表彰。2.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我市法院、检
察院圆满完成员额制改革，检察
系统的反贪、反渎和预防职务犯
罪部门完成转隶工作任务。3.12
月 21日，市委书记周斌到我市政
法系统调研，对政法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市政法工作指明了方向。4.公
众 安 全 感 执 法 满 意 度 大 幅 提
升。下半年，全市公众安全感达
93.18%，创历史最好水平，环比
提 升 1.95 个 百 分 点 ，同 比 提 升
3.01个百分点，环比、同比增幅均
居全省第一；全市政法机关执法
满意度达到 89.94%，环比、同比
增幅均居全省第二。5.政法系统

立足本职、着眼大局，全力服务
“环保攻坚、脱贫攻坚、供给侧改
革、国企改革”四大攻坚战，全力
服务和保障民生，有力促进了四
大攻坚战的深入有效开展。6.市
委政法委开展政法系统第一届
拔尖人才评选活动，59 名拔尖人
才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并由此
建立了政法人才数据库，为我市
政法工作发展储备了有力的人
才支持。7.我市法院系统圆满完
成了鲁山“5·25”特大火灾事故
系列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8.市
公安局圆满完成“打黑恶”“反
盗诈”“破系列”三大攻坚战，
成效显著，全市万人发案数 3.01，
为全省最低；市区“两抢”零发案
天数达 295 天，同比提升 38.5%，
属十年来最好记录。9.市司法行
政机关强力推进一村（社区）一
法律顾问工作，全市共有 323 名
律师和 150 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分别到 2345 个村（社区）担任
法律顾问，提前一年实现了司法
部提出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全覆盖的目标，在全省尚属首
家。10.2017 年 8 月，舞钢市获评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该奖
项五年评选一次，这是近年来我
市少有的国家级殊荣。

另有 10 件作品被评为 2017
年度“十佳政法新闻”。

我市评出2017年度“十大政法事件”

送欢笑到基层
2 月 28 日下午，宝丰县大营镇青城社区

文化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在欣赏中国曲艺
牡丹奖艺术团小分队“送欢笑到基层”走进青
城社区演出。当日下午，刘兰芳、赵炎、范军
等著名艺术家组成小分队，走进青城社区，现
场为群众表演了相声、二人转、魔术、评书等
艺术节目，社区文化广场上不时响起欢笑声
和掌声。

图为范军等在表演相声。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曲艺之乡迎盛会
2 月 28 日，是马街书会“正会”的日

子。当日，2018年中国宝丰马街书会在
宝丰县杨庄镇马街如期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演出团体和 1317 名曲艺艺人负

鼓携琴会聚马街，说书会友，弹唱献艺，
为八方来客奉献了一场曲艺大戏。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