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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若雨）1 月 17 日至 18 日，三门峡
市群众艺术馆在市商务中心区美道家·梦乐城购物
广场门前，为群众送上了 2 场精彩的文化盛宴，营造
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1 月 17 日，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庆新年 迎新
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演出开演。演员
们不畏严寒、精神饱满，用悠扬的旋律、蹁跹的舞姿，

交织出一台走心、暖心、用心的视听文化盛宴。
1 月 18日傍晚，“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春

满中原文艺演出举行，该演出活动由中共三门峡市委
宣传部和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三门峡市
群众艺术馆承办，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演出在
恢宏大气的舞蹈《礼仪之邦》中展开，有对过去一年无
限感慨的配乐诗朗诵《这一年，我们携手并肩》，有歌

颂党和祖国母亲的戏歌联唱，也有变脸、魔术等精彩
表演与观众互动。演出高潮迭起，现场群众的喝彩
声、鼓掌声此起彼伏，不少人拿出手机记录下精彩瞬
间。“今天很多的节目都是第一次看，感觉很新鲜，也
非常接地气。”现场群众看过晚会后激动地说。

据了解，这 2 场活动都在抖音平台进行了同步
直播，有近 4000 人在直播间观看，收获了许多好评。

春节将至，位于渑池县仰韶大街中段与新兴路

交叉口的市场街一派繁忙景象，春联、烤红薯、糖葫

芦……琳琅满目的商品营造出浓浓的年味。

该市场街是渑池县春节前最为繁忙的地段。年

前的这几天，这里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走进街

北的一家服装门店，顾客也是络绎不绝。这家于

2021 年 10 月开业的门店，受疫情影响，生意一直不

温不火，今年春节前夕终于迎来了销售旺季。“相较

前几月，如今每天的营业额都翻了一番。”店长姚女

士高兴地说。

据了解，渑池县市场街是该县改革开放后开放

的第一条市场街，现已成为渑池县的标志老街道之

一，不少当地人称之为“老街”。天池粉条、段村柿
饼、生鲜水果、各色小吃，只要是涉及吃穿用度，这里
样样都有。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品尝小吃，从炸鸡
排到糖葫芦，从臭豆腐到糖炒栗子，这里的小摊满是
幸福的烟火气。记者发现，现场不但中年人忙着采
购年货，许多年轻人也三五成群来逛街。

新春新气象，老街年味浓。“市场街繁忙的景象，
让我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市民赵老先生表示，作
为土生土长的渑池人，他感受到了这些年渑池的巨
大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到现
代化建设，渑池县市场街走过了多少岁月，见证了渑
池历史发展，如今依旧经久不衰，在每一个渑池人心
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23 年春节的脚步一天天临近，节日期间也是
城管系统干部职工最忙碌的时候。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市城管局机关及所属的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市容环卫、园林绿化、路灯亮
化等部门的干部职工仍有 2/3 的人员将坚守在一线
工作岗位，加强市容秩序巡查，环境卫生清扫保洁，
公园绿地和路灯亮化管理，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
一个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春节，让节日里的“天鹅
之城”更有温度。

城市管理和城市综合执法部门：该局四个综合
执法支队积极做好春节期间市容管理工作，重点对
占道经营、各类流动摊点加强管理，督促商户做好

“门前三包”；在百货大楼周边、湖滨广场、万达广场、
李家窑农贸市场、义乌商贸城周边、商务中心区等重
点区域实行定人、定岗管理制度，防止流动摊点占道
经营、店外经营，影响交通；对随意张贴广告、散发传
单、搭建舞台商业促销、高音喇叭扰民、遛狗不牵绳、
宠物在户外乱拉撒等行为进行制止，对建筑渣土车，
建筑施工工地的渣土清运加强监管。“12319”城市管
理热线 24 小时接收市民投诉。

环卫管理部门：督促京环公司加大主、次干道机
械化清扫和人工保洁力度，增加对重点区域的巡回

清扫保洁频次；对垃圾处理厂、垃圾中转站以及环卫
设施设备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根据雨雪冰冻天气
状况，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及时撒盐融雪除冰，清除
道路积雪，保障道路畅通；对城区主次干道的卫生死
角进行集中清理，擦洗人行道护栏、垃圾桶等公共设
施；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在清运过程中要求无遗漏、
无抛撒，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同时，提升公厕保
洁水平，做到勤冲洗、勤打扫。

园林绿化部门：在市区各大公园、游园和广场处
设置以春节为主题的特色景观，悬挂小彩旗和红色
灯笼，营造节日气氛。节前加强对园林养护管理工
作，及时清理枯枝黄叶，保障园林绿化效果。节日期
间，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值班值守，利用宣传巡逻车、
小喇叭、宣传栏和宣传牌向市民宣传防火防疫知识，
杜绝安全隐患，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对景区园区
和口袋公园的垃圾全面进行清理。同时，对运营车
辆、票房窗口、户外闸机、卫生间、座椅、扶手、垃圾桶
等设施每天进行全面消毒处理，对园区内的电源、湖
泊、游乐设施以及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
查。

路灯亮化管理部门：节前对城区的路灯设施进
行全面检查，组织人员对出现故障的路灯灯具、电

缆、高杆灯、监控设备等设施进行维修，对路灯专用
变压器和控制箱进行维护保养。成立路灯设施抢修
应急小组，抓好领导值班和路灯设施抢修应急小组
值班制度落实工作，认真做好节日期间可能出现的
路灯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春节期间，每天 18 时 30 分
到 21 时 30 分全面开启城市亮化设施。

本报讯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营造欢乐喜庆的春节氛围，1 月 19
日 ,由三门峡市群众艺术馆、三门峡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
河南省崤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承办的“迎新春木版年画展”在市群
艺馆展厅开展。

木版年画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文
化艺术。在民间，人们在年节之际
贴木版年画，用以迎新接福，逐渐形
成一种普及性的传统艺术样式。木
版年画内容包罗万象，风格多种多
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木版年画逐渐

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
方特色。

此 次 展 览 的 作 品 有 天 津 杨 柳
青、山东杨家埠以及河南省朱仙镇、
获嘉、偃师等地所产的木版年画，更
有三门峡市陕州区、卢氏县、灵宝市
的传统木版年画。作品题材广泛、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刻工精湛、形
象稚拙，富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反映
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展现了传统木
刻版画质朴而生动的艺术魅力。

据悉，该展览将免费向观众开
放至 2月 17 日。 （何艳鹏 吴若雨）

本报讯（记者葛洋）我市有关部
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三门峡市爱卫
会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
引领作用，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全面
提升卫生城市创建水平，开展“干干净
净迎新春 健康文明过新年”活动。

通知倡议市民做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坚持“三件套”（戴口罩、保
持一米社交距离、注意个人卫生），做
到“五还要”（口罩还要继续戴、社交距
离还要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
要经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家中
备药须对症，盲目囤药不可取，合理
用药是关键。保持良好习惯和健康
心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休息，
尽量少出门、少串门、不聚集、多防护。

做绿色家园的建设者。结合春
节“扫尘”习俗，开展全民大扫除、大
清洁，积极参与城乡人居环境整治
活动。整治乱贴乱画、乱泼乱倒、乱
拉乱挂、乱搭乱建、乱停乱放等现
象，清除卫生死角，共同营造洁净优
美、健康安全的绿色家园。

做健康环境的保卫者。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带头开展经常
性清洁消毒行动，小区物业主动组
织开展经常性清洁消毒活动，大型
商超、宾馆、饭店、集贸市场等各类
公共场所坚持消毒消杀，建立工作
台账。居家消毒以清洁为主、消毒
为辅，优先使用阳光暴晒等物理消
毒方法，勤开窗通风，常清洗双手。

清洁家园齐动手 健康文明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1 月 18
日，记者从三门峡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获悉，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日前
公布了首届新老年好新闻奖及文学
奖 2022 年度评选获奖名单，我市 7
部作品榜上有名，其中一等奖 1 部，
三等奖 1部，优秀奖 5部。

新闻作品《投稿是最大的点赞
订刊是最好的支持——陕州区老年
人体协订阅<新老年>杂志实现乡镇
全覆盖》获评一等奖。文学作品《一

张燃爆朋友圈照片背后的故事》《坚
守初心担使命 勤奋躬行写人生》《贺
<娱乐体育·新老年>晋升中国老年
人体协会刊》分别获得散文类三等奖
和报告文学类、诗歌类优秀奖。

据介绍，市老体协是全国首家
在地市级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新闻
委员会和《娱乐体育·新老年》三门
峡工作站的单位，此次多部作品获
奖展示了我市老年体育工作踔厉奋
发、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我市多部优秀作品获首届
新老年好新闻奖及文学奖

本报讯（记者徐小龙）日前，从
河南省财政厅传来喜讯，在全省财
政系统开展的短视频展播活动中，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部报送
的短视频作品喜获一等奖，该部门
获得优秀组织奖。

为进一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讲好财政故事，传播财政声
音，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倡树风
清气正的廉洁文化，省财政厅在全省

财政系统开展了短视频展播及“廉洁
文化”主题征文、书画、摄影评比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该区财政审计
部精心组织，广大财政党员干部踊
跃参与投稿。最终，经过组委会认
真评选，由该区财政审计部全体干
部职工共同创作的《真抓实干提作
风 踔厉奋发谱新篇》短视频作品，
荣获视频展播短视频一等奖，该部
门获得优秀组织奖。

经济开发区财政审计部：

喜获全省财政系统短视频
展播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葛洋）春节将至，湖
滨区车站街道携手三门峡爱心粥服务
站为辖区孤寡老人、困难群众送上棉
被、米面油、爱心粥等生活物资，送去
新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活动中，该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与三门峡爱心粥服务站志愿者一起，
将生活物资送到困难群众家中，并与
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当前遇到的
实际困难，鼓励他们保持对生活的

热情。“谢谢你们送来的新春祝福，
我的心里很是温暖。”困难群众刘阿
姨握着志愿者的手激动地说。

此次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促进
社区和谐，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温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对困难群体有所帮助，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回馈社会，也希望有更多的爱
心企业加入公益事业中来。”三门峡
爱心粥服务站负责人张洪霞说。

情暖新春 送爱到家

市城管局：坚守岗位保秩序 营造祥和幸福年
本报记者 汪潭 通讯员 王苏强

维修出现故障的亮化设施

加强对流动摊点的管理 景区内营造节日氛围

加强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

图片由市城管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1 月 16
日，三门峡日报社文化传播中心工
作人员在给名叫郭会婷的员工转账
时，误将近 3000 元转给与其名字只
有一字之差的三门峡市虢国公园管
理处会计郭会琴，她收到转账后一
直等待当事人联系，最终及时将钱
款归还。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当天他
正在通过银行卡给几位员工转账，轮
到郭会婷时，刚在转账界面打出“郭
会”两个字，就跳出郭会琴的相关信
息，导致他误以为这就是要转账的员
工。“后来我仔细回想，之所以会有郭

会琴的名字，是因为之前用过虢国公
园的电，要给他们转费用。”

郭会琴收到这笔钱时以为是电
信诈骗，打算等等看会不会有下一
步动作。她等了 2 天，该工作人员
发现转错账，便打来电话询问，经过
核实是误转，郭会琴便及时把钱转
了回去。“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钱，理
应给人家转回去，相信每一个善良
的人都会这样做。”郭会琴说。

据了解，郭会琴在虢国公园管
理处已经工作了 20 余年，她曾多次
捡到过游客的手机等物品，都在第
一时间联系归还失主。

一字之差转错账 及时归还暖人心

近日，湖滨区涧河街道永兴社区设立独生子女奖扶认证政策岗、
反电诈宣传岗、安全隐患排查岗等志愿服务岗位，号召大学生利用假
期时间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引导他们通过社会实践更好地感知社会、
热爱家乡、服务群众，用青春力量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图为志愿者
向老人宣传反电信诈骗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吴若雨 摄

1 月 19 日，在陕州区西张村镇人马寨王玉瑞澄泥砚展示馆，一场“文化进
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非遗古村落迎春纳福活动在此举行，活动现场展示
了写春联、剪窗花、绘制金石博古画、印木版年画、蒸花馍等非遗项目。图为现
场创作金石博古画。

本报记者 夏泽辉 摄

展览木版年画 陪您过个文化年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送上文艺大餐 市民连呼过瘾

“老街”红了 年味浓了
本报记者 吴若雨

志愿服务 我也出把力

非遗文化贺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