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绿色阅读？”“什么是文明上网？”……1

月 29日，汝州“护苗”读书会在陵头镇王湾农村书屋

举行，现场的学生积极回答志愿者的提问，并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进行分类阅读。兔年春节，汝州大地欢乐

祥和，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时代新图景。除了走亲

访友、品尝美食、踏春出行，许多家庭举办迎新春读

书会，通过读书分享，增长知识，提高品位，激发向上

进取精神，培育和传承良好家风，让书香味成为新年

味。

新春佳节需要欢乐气氛，也需要诗情画意的美

好。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花

式过年也层出不穷。中国人的新年讲求的是气氛，积

淀的是文化，传承的是精神，展现的是愿景。品味书

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新选择，读书过年正在成

为一种春节新风尚。春节期间，我市许多市民或走进

书店、图书馆，或举行新春读书会，将经典阅读融入

家风传承，用文化大餐丰富假日生活，在浓浓书香中

度过了一个别具风范、底蕴深厚的文化年。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

说，“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春节假期里的阅读，让

我们加深了亲朋好友的情谊，让我们享受了期盼已久

的恬静惬意，汇聚了正能量和精气神，让诗与远方近

在眼前，这是我们有目共睹、切身体会的。如何把握好

书籍这个“进步的阶梯”，需要经常服用书籍这种“营

养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习惯，成

为一种兴趣，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精神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 2月 1日出版的第 3期《求是》杂志发

表的重要文章《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一文中指

出：向书本学习，是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读书，已经成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终身爱好。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

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

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们每个人都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要

根据自己的兴趣、职业和志向，选择喜爱的书籍，坚持每天阅读一小

时，每月阅读一本书，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在阅读中淬炼

品格、修养身心，用书香充实心灵、丰富人生。

“蹉跎莫遗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点燃阅读热情，从现在做起；

共建书香汝州，从你我做起。让我们行动起来，

与书相约，与书为伴，让阅读成为我们茶余饭后

的平常风景，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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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

市政府办公室 2月 3日，市政府办公室在机
关院内开展了“庆新春 迎灯节”猜字谜、慢骑自行车、套

圈、夹气球等系列活动。机关院内悬挂了 1000余张不重
复谜题，划定了两个 20米赛道用于自行车慢骑和双人背
靠背夹气球，圈定 6平方米场地摆放整齐的小物品供同
志们套圈。全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氛围热烈。 史湘辉

银市人民检察院 2月 2日，市人民检察院
2023年“我们的节日———元宵节”主题活动在拔河比赛中

拉开帷幕，展现检察干警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面

貌。 李浩然 李晓沛

温泉镇 2月 2日，温泉镇工会联合党政办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趣味文体活动。此次活动分团体赛和个

人赛两种。

五子棋、跳棋、象棋、乒乓球、抢凳子等文体活动现场

一片欢声笑语，大家兴趣十足、热情高涨。通过活动，大家

释放了工作压力，拉近了彼此距离，增强了团队凝聚力，

展现了积极、向上、团结的温泉新风貌。郭营战 梁亚波

米庙镇 近日，米庙镇第二届“瑞暄杯”灯节篮

球赛在榆树陈村举办。本次比赛历时 3天，共有 6个参赛

队，70多名运动员参加。赛场上，队员们闪电的速度、激烈
的抢夺，防守攻击不断变换，默契的配合、精准的抢断，跳

跃投篮一气呵成。赛场下，呐喊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现场一片欢腾。

此次篮球赛，展现了米庙镇群众积极向上的昂扬风

采和勇于向上、敢于拼搏的精神风貌。 陈晶 郭应莉

银市行政服务中心 2月 2日，市行政服务中
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元宵节”猜灯谜活动。灯谜内容涵

盖地名、成语、数字等多个种类。大家踊跃竞猜，场面十分

热闹，答对者还可获得精美的小礼品。 张沛沛 陈佳佳

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2月 1日，市住房保
障管理中心举办了“庆元宵、强素质、展风采、开新局”系

列文体活动。

活动中，各个项目竞争激烈、精彩纷呈。扑克双升、跳

棋、象棋比赛，斗智斗勇、出奇制胜；跳绳、踢毽子、乒乓

球、掷飞镖比赛，绝招频出、实力胶着；猜灯谜活动趣味横

生、其乐无穷，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经过激烈角逐，各项比

赛结果也纷纷揭晓，大家拿着小奖品，心里都开心极了。

李浩然 郭艳霞

银市残联 2月 2日，市残联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元
宵节趣味运动会活动。活动设象棋、跳棋、五子棋、健步

走、乒乓球等项目，采用计时和计数等方式确定各项比赛

成绩，并对成绩优异的颁发奖品。 张亚萍 张亚楠

银有道实验学校汝南校区 近日，有道实验

学校汝南校区组织全体教职工开展了趣味飞镖比赛活

动。 张亚萍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晶） 元宵佳节将至，“挂灯笼、赏花

灯”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灯笼市场也

一下子热闹起来。
2月 1日晚，记者在煤山公园附

近注意到，卖灯笼的商贩摆出了各式

各样、琳琅满目的灯笼，让人目不暇

接。除了有传统的大红灯笼、宫灯以

外，还有各种新型的灯笼，如卡通玩具

汽车、卡通人物等造型各样的灯笼，大

小不一，价格不等。市场上，兔子花灯

品种多样，一只只不同造型、不同材

质、颜色不一的各式各样兔子花灯，可

供选择，一般价格在 20元左右。特别
是白色的“兔先生”、粉红色的“兔小

姐”惹人喜爱。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挑

选，手里拿着漂亮的花灯，孩子们都十

分兴奋。

花灯摊主范女士告诉记者，她摆

摊卖灯笼已经十几年了，从大年初五

开始摆摊到正月十五，临近元宵节，买

灯笼的顾客很多，生意不错。“我今年

共进了二三十种不同样式的灯笼，价

格从十元到三十元不等。有大家常见

的大红灯笼、毛毛兔灯笼，还有一款嫦

娥奔月造型的手提电子灯笼，有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加上外观精巧，价格亲

民，很受小女孩喜爱。尤其等到晚上将

灯打开后，会散发不同的色彩十分漂

亮。”

一位正在为孩子挑选灯笼的市民

张女士说，她有两个女儿，她为孩子挑

选了毛毛兔灯笼，看着仙气飘飘的花

灯，孩子们很喜欢。“灯笼不仅是一种

民俗的传承，更是一种孩提时代的温

馨回忆，让天真的孩子感受到长辈们

的殷切祝福。在欣赏灯笼的过程中，孩

子们能逐渐感受到民俗文化的底蕴，

保持着那份对过年的执着和期盼。”张

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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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日报讯 （记者 魏森元） 1月
28日，汝州市在温泉镇举行第七期“三个一
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 13个项
目，总投资 118.6亿元。今年，汝州市共谋划
14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1200亿元。

近年来，汝州市委、市政府滚动开展“三

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持续抓招商、抓项

目，把精力向项目建设集中、把资源向项目

建设集聚、把政策向项目建设倾斜，以项目

建设高质量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

为紧紧抓住重大项目这个“牛鼻子”，在提质

“签约一批”、提速“开工一批”、提效“投产一

批”三个方面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速

跑”，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添能蓄势。

汝州市充分发挥项目建设在加快构建

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支撑作用，结合汝州实

际，印发了《汝州市狠抓“三个一批”重大项

目活动实施方案》，建立目标，细化责任；完

善项目推进机制，建立项目谋划储备、领导

分包、资料上报、问题核查、重大问题协调、

项目建设考评等“六项机制”，实行“周调度、

月分析、集中办公”等方式，集中解决问题，

限时办结，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

产。同时，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基

础设施、先进制造业、社会民生事业等领域，

结合汝州市产业现状和资源禀赋，精心谋划

筛选出对全市经济发展有明显带动作用的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生态效

益好的重大项目入选项目库，以高质量项目

谋划助推全市项目高质量发展。

汝州市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坚持

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围绕碳氢新

材料园区、装备制造园区、绿色食品加工园

区，成立三大产业集聚工作专班，统筹指导

项目谋划、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等工作。并邀

请省、平顶山市项目方面专家授课，组织召

开项目建设专题视频培训会，详细讲解了项

目如何谋、项目如何推、要素如何保，以提升

干部队伍谋划项目、推进项目、解决问题的

能力水平，使干部成为懂项目的“明白人”、

抓项目的“内行人”。

为保障项目建设有效推进，汝州市每

季度收集整理重点项目用地、规划等指标

需求情况，召开专题会议组织 18个要素保
障部门解决项目落地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成立督导组，对

项目进度落后的乡镇、街道及承担项目建

设任务的市直单位进行督查督办，对项目

谋划情况进行指导，对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查摆，共同研究项目推进举措，强化项

目支撑，确保项目工作有序推进，促进项目

尽快开工建设。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记者 2月 2日从市工
信局获悉，近年来，该局深入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主动研究产业

政策，积极指导企业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促进我市工业经济发

展。2022年为 13家企业成功争取各类上级项目资金 1625万元。目
前，另有 2853万元正在积极争取。

据了解，2022年，市工信局为天瑞煤焦化、中智包装 2家企业争
取技改示范（含头雁企业）奖补资金 935万元，为天瑞信科争取省级
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奖励资金 500万元。为我市 13家企业成功申
报 2022年一、二季度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财政奖励资金，共争取
省、市配套资金 140万元。指导天瑞汝州水泥申报省级 2022年新一
代技术融合项目资金奖补 50万元。

正在积极推荐中祺陶瓷高档外墙砖全自动化生产线技改项目，

拟对上争取资金 930万元。推荐天瑞煤焦化水环境全面提升系统整
治项目，拟对上争取资金 814万元。指导天瑞水泥集团 5G数字矿山
等 6个项目，申报平顶山技改示范项目，拟对上争取资金 1109万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大姐，你发布的古镇视频在汝州哪里？我

在外地打工三年都没回来了，看到你拍的

这么美，想去转转。”“位于蟒川镇，你导航

半扎古镇就能直接到，白天去的话有庙会，

晚上可以赏夜景。”这一对话发生在家住梁

丰路的王大妈聊天对话框里。
2月 1日，王大妈跟一众好友开车去半

扎古镇，把随手拍摄的半扎古镇夜景视频发

布到抖音上后，就有人私信她，打听地址。

“确实好玩又好看，我还要分享给更多好朋

友让他们都来看看……”王大妈高兴地说。

今年春节期间，蟒川镇推出了“古镇大

集·欢乐新年”为主题的半扎古镇新春庙会

活动，通过夜景灯光亮化、特色庙会大集、非

遗节目展演等形式，赋予了半扎古镇新的生

机和活力，吸引众多游客走进半扎，感受古

镇之美。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 15万人
次，各类商品销售额 300余万元，以“半扎古
镇新春庙会”为主题的短视频在抖音、快手

等平台播放量超过 1亿次。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发展的依托，二者深度融合才能释放出强

大的动能。半扎古镇历史悠久，商代为霍

国，周为王畿之地，春秋为南梁所属，战国

为楚、韩地，秦汉属梁县，唐、宋以来归汝

州，明清时属汝州安宁乡。半扎寨始建于清

同治元年（1862年），竣工于同治四年（1865
年），又名万泉寨，寨墙沿北小河和万泉河

而建，东西长约 1.5公里，南北宽约 0.7公
里，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半扎的古楼、古巷、

古井、古树、古墓、古寨墙、古寨门等融为一

体，是晋鄂古道上的重镇，襄洛古道上的驿

站，万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半扎古寨

南北两侧沿寨墙流淌着两条河流，不远处

横亘一脉坡岭，南坡为石龙，北坡为土龙，

村子坐的是石龙，两条河流为水龙，被称为

五龙之地。2014年被纳入全国传统村落保
护名录，201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万里
茶道”申遗项目遗产点。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

“关注未成年人”公益广告

争取上级资金扶持，助力企业发展
市工信局为 13家企业争取各类上级项目资金 1625万元

巍峨的青石牌坊南边，一排排红灯笼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干净的大街上，行人车辆往来不断。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楼的老

年活动中心，10余位老人正在打扑克，欢笑声此起彼伏。“我们村的
干部都是想着为群众办好事，要不是这，我们能坐在这儿恁消闲。”

一位老人高兴地说道。

“去年咱们集体经济收入 120万元，正是有了这些收入，咱才能
为群众办些好事。”临汝镇东营村党委副书记周群芳笑着说。

有着 7600多口人的东营村，不仅集体经济红红红火火，其他各
方面工作在临汝镇都是数一数二，党员干部都说这全得益于“五星”

支部创建，下活了全村发展一盘棋。

“五星”支部创建以来，东营村坚持以基层党建为统领，不断强

化党建阵地，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力、号召力、组织力、执行力。先后

获得“全省五个好村党支部”“汝州市先进基层党建”“汝州市先进基

层党组织”荣誉，打造了一支

实干为民的好队伍。

（下转第 2版）

好支部让村民日子比蜜甜
———东营村振兴的步伐越走越稳健

精力向项目建设集中、资源向项目建设集聚、政策向项目建设倾斜

汝州市“三个一批”推进项目建设“加速跑”

喜迎元宵节 欢乐活动多

总策划：裴军芳 总值班：马亚飞 李海滨 陈凝 统筹：李红涛 本版编辑：宋盼盼

古镇上抖音 游客赞景美灯笼最“红” 兔子最“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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