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13

星期二

编辑 南朋英 校对 曹晓雨 E-mail：npy@pdsxww.com

本市·综合 A7

正月初三到初五

来平煤神马集团中心站广场看戏吧
口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平煤神
马集团文体委获悉，正月初三到
初五，该集团多个豫剧团将在市

区体育路北段平煤神马集团中
心站广场举办戏曲展演，为矿区
职工群众献上 6 台大戏。
具体安排是：平煤神马集团
豫剧团 2 月 18 日（正月初三）上午

演出《赵匡胤困河东》，下午演出
《三娘教子》；平煤神马集团豫剧
一团 2 月 19 日（正月初四）上午
演出《抬花轿》，下午演出《五凤
岭》；平煤神马集团豫剧二团 2 月

20日（正月初五）上午演出《程咬金
照镜子》，
下午演出《郎才女貌》。
此外，
平煤神马集团豫剧团还
将在 2 月 26 日（正月十一）上午在
鹰城广场为市民演出《铡西宫》。

中央花园社区：

节前庭院
“大扫除”
口记者 李霞
本报讯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连
日来，新华区西高皇街道中央花园
社区与物业公司联合，组织 20 多位
社区志愿者义务劳动，对辖区多个
楼道堆放的杂物及乱放的电动车、
自行车等进行了集中清理。
昨日上午，记者跟随志愿者首
先来到中央花园小区 33 号楼，只见
东单元一楼及二楼的楼道内堆满
了装有水泥的编织袋、旧婴儿车、
自行车、烂纸箱、老式电视机等杂
物。4 名志愿者用了十多分钟才将
其清理干净。
记者注意到，除了清理各居民
楼楼道内的杂物外，当天，志愿者
还对居民楼内乱停乱放电动车、私
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等进行了整
治。在中央花园小区 55 号楼，一户
居民家为方便给电动车充电，将电
线从 7 楼扯到一楼花带边。记者与
社区工作人员及两名志愿者一起
坐电梯上到 7 楼，看到该住户家门
口除了扯有一根末端有插板的电
线外，还停着两辆电动车。一女子
称，楼下及家门口的这两根电线都
是她家的，用于给电动车充电。社
区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她要尽快将
电线拆除，将电动车移至车棚。该
女子当场表示，会尽快处理。
中央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张
东梅告诉记者，该社区此次集中清
理行动是从 2 月 10 日开始的，截至
目前，他们共排查辖区 50 余栋居民
楼，清理楼道杂物 20 余车，发现 25
户有私扯电线现象，有 17 户已经整
改。对于拒不配合整改的，社区居
委会还将联合社区民警、物业公司
等进行处理。

情暖特殊家庭
↑昨日，接过社区工作人员送来的过年礼物，失独母亲闫翠
英（右）高兴地说：
“有了大家的关心，俺也很快乐。”当日，新华区
西市场街道三七街社区给辖区失独家庭和孤儿送去了食油、大
米、棉被、
衣服等过年礼物。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点滴捐款汇爱心
→昨日上午，在新华区湛北路街道八中北街社区服务大厅，
工作人员对捐款箱内居民日常捐赠的现金进行统计，准备为辖区
孤寡老人购买年货。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书法作品挂满院
满心欢喜迎新年
口记者 孙书贤

森林火险等级偏高

春节走亲访友要紧绷防火弦
口记者 牛超
本报讯 针对春节期间我市
森林火险等级偏高的严峻形势，
近日，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
公室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春节
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相关单位及市民要紧绷防
火弦，切实做好森林防火。
据 气 象 部 门 预 报 ，春 节 前
后，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

将 持 续 上 升 ，森 林 火 险 等 级 偏
高。加之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
竹、上坟烧纸以及外出活动人员
增多，火源管控难度很大，森林
防火形势不容乐观。
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
公室下发通知要求，严格执行野
外用火审批制度，做到谁批准、
谁负责，在四级以上高火险天气
严格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组织
开展森林防火检查和火险隐患

排查，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地域要重点排查，尽力消除一切
可能发生的火灾隐患，对火灾易
发区域和地段要严防死守。要
加大依法治火力度，严厉惩处违
规用火人员，依法追究森林火灾
肇事者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各类森林消防队伍要集中待命，
靠前布防，做好随时扑火准备，
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在确保人员
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指挥，重兵

扑救，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的
目标。实行 24 小时双岗值班，及
时、准确上报火情，不得虚报、迟
报、瞒报。坚决杜绝脱岗、漏岗
现象发生，对贻误战机并造成重
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
市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
公室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有森林
防火方面的问题，可拨打值班电
话 4945928 咨询、反映。

元到 18 元。在鲁山县背孜乡柳
树岭村，一村民告诉记者，
“ 土猪
肉”
每斤价格在 12 元至 13 元间。
鲁山县城南环路一猪肉摊主
告诉记者，近两年玉米价格较低，
不管是农户还是饲养场，都无形
中加大了生猪饲养量，加之春节

前外地猪肉蜂拥而至，造成“土猪
肉”
如今贵不起来。
据了解，所谓“土猪”是指饲
养时间至少在一年以上，且饲料
中从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完全靠
野草、花生秧、红薯秧和农户家的
刷锅水等长大的猪。

节前鲁山
“土猪肉”
不贵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记者近日在鲁山县
西部山区农村了解到，曾经一斤
（500 克）卖 20 多元的山区“土猪
肉”如今遭遇“寒流”。
“前几年快到春节时，前来购

买'‘土猪肉’的扎堆，一斤能卖 20
多元。”鲁山县尧山镇新庄村70多
岁的胡老汉说，
他家今年宰了一头
大黑猪，只被一位邻居买了 40 多
斤肉。胡老汉说，
原来农户家饲养
的黑毛猪，肉价高且卖得快，今年
黑白一个价，每斤“土猪肉”卖 13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郏县龙山街
道北马道居民谢长明家，大红灯笼
挂在门楼处，呈现出一派喜庆的气
氛。谢长明将自己的书法作品挂
在院内，
迎接新年的到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谢长明还自
备了宣纸和红纸，和书法爱好者一
起挥毫泼墨，为群众免费写春联。
一个上午，他们就送出春联 50 多
副。
据了解，今年 65 岁的谢长明是
郏 县 堂 街 镇 段 李 庄 村 人 ，爱 好 书
法。1995 年，谢长明带领家人到郏
县县城租房做起了门窗生意。
2002 年，谢长明在县城买房安家。
如今，谢长明的三个儿女都已成家
立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近年来，过上小康生活的谢长
明把生意交给儿子经营，自己每天
练习书法，以书交友。他还乐善好
施，遇到生活上有困难的乡亲，都
会伸出援助之手。
前几天，谢长明购买了大米、
食用油等年货，慰问了安良镇 83 岁
的贫困老人李发群等人。昨日上
午，他将书法作品挂在院内，并邀
请爱好书法的朋友前来为群众写
春联，以独特的方式迎接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