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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柏生）为深
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
彻落实全省实施“四水同治”加

快推进新时代河南水利现代化动
员大会精神，加快构建人水和谐
生态新格局，昨日下午，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平到
大沙河生态治理核心段和南水北
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项目现场进

行调研督导。他强调，要抓住开春
有利时机，抓紧组织施工，加快建
设进度，确保 2019 年这两个项目
建设出规模、出形象、出成效。市
领导王建修、路红卫、闫小杏一同
调研督导。

2018年，我市强力推进大沙河
生态治理建设，全年完成项目投资
12亿元，整理地形3300亩，绿化种
植面积 2200 亩，形成了 2500 亩生
态水面，核心区完成工程量的
70%，有力促进了我市的水生态文
明建设。

在大沙河生态治理核心段一
标段、三标段施工现场，王小平实
地察看工程形象进度，详细了解工
程进展、施工质量、栽植树木品质、
资金保障情况、恢复施工日期以及
今年的完成计划、目前存在的问题
等。他强调，大沙河生态治理核心
段，是我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
性工程，各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抓紧组织人员，迅速掀起
施工高潮。绿化景观要注重树木
的品质，确保树木的成活率。审
计、监理单位要强化跟踪监管，水
利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及时
发现并解决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
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2018年，我市南水北调城区段
绿化带提前40天完成了土方平衡
及地形塑造工作，完成绿化面积达
1350 亩，占绿化任务总量的 75%，

“水袖流云”示范段顺利开园。王
小平来到南水北调城区段“锦绣四
季”月季园区施工现场和绿化带全
域旅游服务中心，重点了解 2019
年度绿化带工作计划及重要节点
工作安排，月季文化园、“诗画太
行”景观山体整体融合设计情况以
及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规划设计、施
工建设及下步工作计划。

调研督导中，王小平强调，南
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项目是我市
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对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有着积
极的促进作用。各施工单位要在
抓紧一切有利时机、继续增加投
入、加快工程进度的基础上，严
格按照规划设计，高标准高质量
施工建设。各相关部门要增强大
局意识，明确责任分工，加强沟
通协调，全力支持和服务项目建
设，争取早日将南水北调绿化带
建设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精品
工程、形象工程，实现2019年出
规模、出形象、出成效的建设目
标。①2

王小平调研督导大沙河生态治理
和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项目

昨日下午，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大沙河生态治理核心段三标段施工现场察看项目建设情况。
本报记者 刘 璐 摄

本报讯（记者孙军） 丝弦歌盛
世，鼓韵闹怀川。昨日下午，备受
广大市民关注的“出彩河南·欢乐
怀川·春满山阳”焦作市 2019 年春
节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在市东方红广
场中心舞台圆满落幕。市领导王小
平、徐衣显、刘涛、杨娅辉、宫松
奇、许竹英、牛炎平等出席颁奖典
礼，并为此次活动获奖单位颁奖。

在颁奖典礼上，获得今年我市
春节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各个奖项的
部分节目再次登台亮相。与往年不
同的是，今年的颁奖典礼导演组别
出心裁，精心策划，将选拔出来的
获奖节目按照非遗保护项目、编排
的优秀文艺节目、歌舞和戏曲等种
类，分为《鼓韵催春闹怀川》《幸福
满山阳》《奋斗展风采》《扬帆再起
航》《龙凤呈祥新时代》 五个篇章，
通过全市各个演出团体的精湛技艺
和精彩表演，一一向观众展示。整
个现场声势浩大、十分喜庆，数千
名市民在现场观看了一台高水平、
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太极拳、背
桩、高抬火轿、龙凤灯舞等精妙绝
伦的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轮番登场；音乐快板 《我们
都是追梦人》、当代舞 《奋斗展风
采》、歌舞 《火红的秧歌扭起来》

《走进新农村》等歌舞节目通过喜庆
的乐曲和欢快的舞蹈等形式，唱出
了太平盛世老百姓的新生活，把人
们迎新春过大年的喜悦心情表现得
淋漓尽致。颁奖典礼在歌曲 《祖国
万岁》中落下帷幕。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主办的春节系列文化活动，
从农历正月初五开始，一直到农历
正月十六，在市东方红广场和市龙
源湖公园北广场同时展开，相继举
行了焦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剧
目展演、焦作市第三届戏剧节和

“出彩河南·欢乐怀川·春满山阳”
焦作市 2019 年春节优秀文艺节目展
演等形式多样、异彩纷呈、年味十足的春节文化活动，丰富活跃
了广大群众的春节生活，让春节期间的怀川大地显得格外热闹喜
庆、欢乐祥和。

据了解，今年举行的11场春节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参演人
员6000余名，现场观众15万人次。“百姓文化超市”对每场春节
优秀文艺节目展演都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通过“百姓文化超
市”网络直播观看演出的观众超过200万人次，仅昨日下午的颁
奖典礼，观看网络直播的观众就达40万人次。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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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毋巾杰、
孟腾飞）为进一步加强脱贫攻
坚工作力量，树立在基层一线
培养锻炼优秀年轻干部的导
向，2月19日上午，沁阳市召开
优秀干部到乡镇参加脱贫攻坚
见面会，选派21名优秀干部奔
赴脱贫攻坚一线进行“淬火”历
练。

沁阳此次选派的干部来自
14个市直部门，平均年龄34.6
岁，均为各单位优秀干部和业
务骨干，全部安排到王召乡、
西向镇、紫陵镇、山王庄镇、

常平乡5个乡镇的贫困村参加
脱贫攻坚工作。有关乡镇根据
各自的脱贫任务，对这些干部
统筹使用，进一步充实基层脱
贫攻坚队伍，让他们在脱贫攻
坚战场上建功立业。

据悉，见面会后，这些干
部迅速按照工作分配和要求，
到岗到位，明确职责，开展工
作。各有关乡镇关心选派干部
的工作生活条件，确保他们能
沉到一线履职尽责，成为脱贫
攻坚的中坚力量。①2

沁阳21名优秀干部
奔赴脱贫攻坚一线“淬火”历练

本报记者 孙 军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最先。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

节。春节期间，我市各地春节文化活动
异彩纷呈，看演出、品戏剧、逛展览、观民
俗……精心的部署，创新的方式，多样的
形式，丰富的内容，为全市人民送上了一
道道精美的文化大餐，丰富活跃了广大
群众的春节生活，让春节期间的怀川大
地显得格外热闹喜庆、欢乐祥和。

文艺演出贺新春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春节文化活
动，专门对春节文化活动进行了周密部
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小
平就春节文化活动作出批示：要多彩、精
细，突出正能量、突出高质量。市委副书
记、市长徐衣显在农历正月初四带队到
影视城、云台山、陈家沟等地，检查文化
活动和旅游景区各项工作。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宫松奇，副市长牛炎平多次到
全市各个春节文化活动现场，检查春节
文化活动开展情况。

市委宣传部和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精
心组织策划了多场弘扬时代精神、彰显地
域特色的各类春节文化活动，营造了欢乐
歌盛世、喜庆颂和谐的浓厚节日氛围，充

分体现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围绕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城市，开拓创
新、扎实工作、团结奋进的精气神。

焦作市春节群众大联欢、焦作市新
年交响音乐会、焦作市新年合唱音乐会
等30多项文化活动有条不紊地展开。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的春节系列文化活动，从农历正月初五
开始，一直到农历正月十六，在市东方
红广场和市龙源湖公园北广场同时展
开，为我市新春佳节增添了欢乐、喜庆
的气氛。

春节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文化活动
异彩纷呈，灯展和民俗活动成为重头
戏。云台山景区的大型冰雪灯展及民俗
表演等吸引了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陈
家沟景区的第三届太极传统文化大型花
灯节，传统舞虎、司马懿得胜鼓、武德
镇抬鼓等极具焦作特色的民俗表演深受
游客欢迎。月山寺景区的新春文化庙
会、嘉应观景区的第二届国学文化大型
灯光艺术节、神农山景区的首届豫台文
化风情年新春庙会、焦作影视城的2019
第六届“年之味”新春文化庙会和传统
灯会也各具特色，受到游客广泛赞誉。

民俗文化展风采

春节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是历年来我
市春节系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2月11

日，为期3天的焦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秀剧目展演在市东方红广场刚刚落
幕，2月12日下午，作为我市传统经典
的春节文化大餐，“出彩河南·欢乐怀
川·春满山阳”焦作市2019年春节优秀
文艺节目展演又在这里的中心舞台闪亮
登场。

歌曲、舞蹈，组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市东方红广场中心舞台，民间演艺人
员身着各式各样鲜艳的演出服装表演舞
蹈、歌曲等，太极拳、舞龙、舞狮等国
家、省、市非遗保护项目和一大批富有
焦作特色的民间艺术珍品竞相展示，为
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民俗文化盛宴。

仅今年春节优秀文艺节目展演，参
演人员就超过 6000 名，现场观众 15 万
人次。“百姓文化超市”对每场春节优
秀文艺节目展演都进行了全程网络直
播，通过“百姓文化超市”网络直播观
看演出的观众更是超过200万人次。

主题展览展演深受群众欢迎。在市
东方红广场，市文化馆举办了全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展，每天都吸引不少市
民驻足观看。“看了展览，才知道我市
有如此高超的民间艺术。”一位李姓市
民说。此外，市博物馆在春节期间举行
多项主题展览活动，丰富了广大市民的
节日文化生活，展示了我市悠久的历史
文化。（下转第二版）

多彩怀川欢乐年
——我市2019年春节文化活动综述

昨日下
午，焦作市
2019 年 春
节优秀文艺
节目展演颁
奖典礼在市
东方红广场
举行。本报
记 者 刘
璐 摄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厨房里的地板砖已经铺好，院子中间铺好
的水泥地平坦干净，院子角落里的卫生间有了
雏形……2月19日，郑晓明回了修武县西村乡
西村的老家一趟，老宅的装修进度让他很满
意。他昨日告诉记者，要不是去年11月底村
里的露天垃圾场“搬家”，他才不会去装修老
宅。

郑晓明几十年前就离开西村到市区居住，
然而他和妻子心中的乡愁始终没有消散，一直
盼望着在西村有一个居住的地方，双休日来这
里休闲，在院子里莳花弄草。“老家就是我的
诗和远方。”郑晓明说。

郑晓明家的老院子里有栋老房子，已经多
年没人居住。去年年初，他和妻子就打算把这
栋老房子装修一下，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原因
就在于离老院子几十米远的地方是垃圾场。

这个露天垃圾场比篮球场还大，是20多
年前形成的。过去，西村没有垃圾箱，不少村
民对生活环境不讲究，无论生活垃圾还是建筑
垃圾都倒在村子东北角的这片空地上，垃圾山
越堆越高、越堆越大。尤其到了夏天，恶臭味
能飘出百米开外，蚊蝇乱飞，让在附近居住的
村民苦不堪言。遇到刮风，塑料袋随风飞扬，
许多长年挂在垃圾场周边树木的枝头上。在这
样的环境里，（下转第二版）

陈年垃圾清走
村民心情舒畅

本报记者 詹长松

“ 今 年 春 节 用 上 集 中 供
暖，实在是太舒服了，不仅身
上暖烘烘的，心里也暖洋洋
的。”2 月 20 日下午，春暖还
寒，解放区七百间街道7447家
属院68岁的居民陈荣昌说起去
年冬季开始享受到的集中供暖
服务，一脸幸福。

记者在这个家属院看到，
白色的管道敷设得整整齐齐，
把热能源源不断地从换热站输
送到各家各户。“这个家属院
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老人
多、孩子多，特别需要集中供
暖。”解放区住建局局长赵媛
说，“在区委、区政府的通力
协调下，这里去年 9 月份开始
施工，在冬季到来之时及时给
大家供上了暖。”

无独有偶，七百间街道阳
光小区也是去年冬季实现集中
供暖。家住24号楼的退休干部
李建国说：“能当年申报、当
年就享受到集中供暖服务，真
是要感谢区委、区政府，有关
部门以及热力公司、施工单位
的辛勤付出。”

解放区是中心城区，同时
也是老城区，一些老旧小区因
为无物业公司、无业主委员会
而难以组织，加上施工路径选
择、换热站选址等困难，集中
供暖改造一直是棘手的问题，
这也成为一项让解放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牵挂的工作。

“群众冷暖挂心间，我们
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改善群众生
活环境，满足群众追求美好生

活的需求。”解放区委书记吴
军的话掷地有声。

其实，早在两三年前，解
放区就全面启动了老旧小区集
中供暖改造工作。该区主要领
导多次到老旧小区召开现场
会，并抽调有关部门和各街道
办事处人员成立专门的协调机
构，积极筹措资金，出台相关
政策。去年春节过后第一个工
作日，该区副区长王新旺就带
队到中环寰慧 （焦作） 热力有
限公司对接此项工作，该公司
领导为此十分感动，表示一定
全力支持。

据悉，仅2018年，解放区
就有60个居民小区与中环寰慧
（焦作） 热力有限公司签订入
网协议，这些小区全部安装完
毕后，将增加供热面积 120 多
万平方米，让更多的群众受
益。

正因为高度重视、措施得
力、推进有序，解放区的老旧
小区集中供暖改造工作走在了
全市各城区前列。去年 11 月 8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在调研焦作卫校附属医院家属
院供暖改造工作后指出，解放
区将老旧小区集中供暖工作纳
入考核体系、明确专人负责、
深入发动群众，成效十分明
显，要大力推广解放区经验，
发挥以奖代补机制导向作用，
加快推进全市老旧小区集中供
暖和建筑节能改造工作。

“领导的表扬是鼓励，更是
鞭策。下步我们将加倍努力，
加快推进老旧小区供暖改造工
作，为辖区群众营造更加舒适
的生活环境。”赵媛说。①2

解放区：

老旧小区这个春节暖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