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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郑州 4月 15日电 记

者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日

前该厅印发的 《河南省农村公路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实施方案》

指出，2019年，河南省将实现约 1
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今年年底

全 省 自 然 村 通 硬 化 路 率 达 80%
左右。

据了解，河南省早已实现所有

行政村通硬化路，但仍有部分自然

村未通硬化路，还存在乡村道路通

达不深、通而不畅、通而不连等问

题。此次实施农村公路“百县通村

入组”工程，目的是打通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

据介绍，实施中，将因地制

宜、合理确定通村组道路建设标

准和发展目标任务。总的来说，

原则上路面宽度不低于 3米，可在

会车困难路段设置一定数量的错

车道，鼓励有条件地区路面宽度

不低于 4.5米；对于占地多、拆迁

难、地质复杂等特殊路段及通至

人口较少自然村的道路，路面宽

度可适当调减；道路建设尽量利

用原有路基、路面，并根据实际

交通量合理确定硬化路面类型和

厚度；鼓励有条件地区采用水泥

混凝土路面，厚度一般不小于 15厘
米。⑥4

我省启动“百县通村入组”工程

今年约1万个自然村通硬化路

“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月
季
故
里

香
飘
五
洲

连日来，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内各项建设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力争以月季的艳丽多姿、道路的宽敞整洁、设施的齐备完善，向世界展示月季故里的风采 ⑥1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南阳 2019世
界月季洲际大会指挥部办公室了解

到，作为南阳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的主题活动之一——“幸福像花儿一

样”集体婚礼即将举行，现面向全市招

募新人啦！

为树立积极健康的婚姻价值观和

婚庆消费观，宣传南阳 2019世界月季

洲际大会，广泛传播南阳源远流长的

汉文化，4月 30日上午 9：00，在世界月

季大观园月季大舞台将举办一场充满

仪式感的汉式集体婚礼。

集体婚礼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

会、市妇联、团市委、市林业局联合主

办，河南掌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计划招募新人 30对，凡是有意参加集

体婚礼的新人均可报名。参与的新人

全程免费提供婚车、服装和化妆，并将

获赠大礼包以及现场摄影录像的光盘作

为纪念。在婚礼上，参加南阳 2019世界

月季洲际大会的国内外嘉宾、组委会相

关负责人将作为主婚人、证婚人，共同见

证这 30对新人开启幸福的大门。

据了解，汉式婚礼以周礼为蓝本 ,

以典雅、尊贵、庄敬为气韵 ,追本溯源 ,
是体现华夏经典文化传统的民族婚

礼，是礼乐文化的具体呈现。其浓厚

的盟誓氛围、独有的礼仪秩序，更能体

现新人之间坚贞、深沉的情感。⑥2
（本报记者）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4月 20日（名
额有限，先报先得）

报名咨询及联系电话：河南掌控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李 女 士
18737777898

穿越千年，寻楚风汉韵 花好人圆，品汉代文化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活动之一

“幸福像花儿一样”集体婚礼招募新人
□刘予涵

民以食为天。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去酒店餐馆

吃饭已成为平常事。大大小小

的餐桌，承载的不仅是一日三

餐，也是文明的延续，它体现出

用餐者的文明素质，也反映着城

市的文明程度。

近年来，随着“光盘行动”的

大力宣传，社会上形成了文明节

俭的氛围，吃多少、点多少，没吃

完就打包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

良好习惯。餐桌文明中除了“光

盘”，需要我们注意的还有很多，

比如，不要大声喧哗、乱扔垃圾、

吸烟、过分劝酒等。

酒店餐馆是公共场所，就餐

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然而，

有些人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无

拘无束地“吞云吐雾”，用过的餐

巾纸随手丢弃，喝剩的茶水随意

泼洒在地上，还有人将宠物带进

饭店，这些看似小事，其实是一

种餐桌陋习，不仅破坏了舒适温

馨的就餐环境，也影响了他人就

餐的心情。

“ 小 餐 桌 ” 体 现 着 “ 大 文

明”，餐桌文明不仅是“光盘行

动”，注重保持良好的就餐环境

也是一种文明。我们应该从自

身做起，自觉改掉用餐陋习，

做一个文明餐饮者，营造良好

的社会风尚。⑥2

小 餐 桌 体 现 大 文 明

4 月 2 日至 4 日，市委、市政府举办了以“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为主题的首届南阳籍院士专家故乡行活动。中国科
学院院士，西北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造山带地质研究所所
长、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国伟教授，
专门抽出两天时间回乡参加此次活动，并被市委、市政府聘为

“南阳市发展智库专家”。
张国伟院士时刻牵挂着家乡的发展。他说，非常感谢南

阳市委、市政府提供这次机会，让常年在外发展的南阳人更全
面、更深层次地了解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在经济建设方面
取得的显著成绩。眼下，南阳正面临发展新机遇，希望家乡脚
踏实地，开阔视野，抓住机遇，定好定准位，发挥特色优势，抓
好转型升级，打造自己的拳头名牌，造福千万南阳人民。⑥1

故乡行
□张国伟

南阳市委、市政府谋大发展，举办南阳籍院士专家故

乡行活动，受邀返乡，耳闻目睹，激情燃起，赋诗以报。

春意拂面相伴行，

穿山越岭还故城。

时空万千却一系，

人世一生故乡情。

春风十里柳杨堤，

湖光千顷白河籍。

昔日小城已落去，

却望大城正兴起。⑥1

院士赋诗寄乡情 作风建设 曝光台

□郑 顿

连日来，市民反映市城区滨河路与

杜诗路交叉口附近经常有人倾倒建筑

垃圾和生活垃圾，环境优美的生态绿地

沦落为垃圾场。

4月 11日，市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

办采访组前往现场查看。在滨河路与

杜诗路交叉口向东的林间小道上堆放

着成片的建筑垃圾，道路坑洼不平。在

“李宁体育园续建提升工程第四标段”

的铁架附近，大量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堆在这里，一些高大树木中间也散落

着生活垃圾，与周边郁郁葱葱的环境格

格不入。

“再往前走，走到头，两边都是垃

圾，多着哩。”附近一位游玩的市民说。

按照这位市民所说的，采访组沿着林间

小道继续向前走发现，这里间隔几米远

就有堆垃圾，算下来，两侧竟有数十堆

垃圾，或是砖头、石块，或是破鞋烂衣、

废弃塑料、汽车轮胎，什么汽车坐垫、剩

饭剩菜、破烂瓶罐……乱七八糟，无所

不有。天气渐热，垃圾开始腐败，臭味

难闻，蝇虫乱飞。有的垃圾堆还有焚烧

的痕迹。

站在附近的一处高地上往四周看，

除了小道两侧的垃圾堆，在树林深处也

存在不少垃圾堆，郁郁葱葱中掩映着各

色各样的垃圾，白的、黄的、灰的、黑

的……显得格外醒目。

“这里环境好，下午没事我就过来

散散步、转转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

个树林就进不去了，垃圾遍地，没法下

脚啊！”一位经常在此锻炼身体的市民

告诉采访组。

“这些垃圾都是晚上运过来的，今

儿拉一车，明儿拉两车，也没人管，日积

月累，就成现在这规模了，如果再不管，

这就成垃圾场了。”在附近居住的居民

抱怨道。

这样一处环境优美，市民休闲的好

去处为何垃圾成堆？这些垃圾何时能

清理？市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办将持

继续关注。⑥4

市城区李宁体育园附近树林里堆放着大量垃圾，严重
影响周边环境和群众生活——

这里的垃圾谁来管？

在广东省云浮市区云城街城西榃

石塘村，有一栋始建于清代的民居。每

年清明和七一前后，人们纷纷到这里凭

吊，纪念曾在这里居住了 14年的革命烈

士邓发。在邓发故居附近，还建有邓发

小学和邓发纪念中学。

邓发，原名邓元钊，字建钊，1906年
出生在广东省云浮县（今云浮市）一个

农民家庭。初小毕业后因家贫辍学，14
岁到广州、香港等地打工。1921年，先

后在香港太古船坞和英国驻港兵舰上

当工人，并参加了香港海员工会。随着

结识海员工人领袖苏兆征，他开始接受

革命思想，投身工人运动。

1922 年，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

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任工人纠

察队队长，同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春，任中共广

东油业总工会支部书记。同年 12月参

加广州起义，任第 5区副指挥，指挥油业

工人作战。起义失败后，辗转广州、香

港、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武装斗

争，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闽粤赣边特

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等职。

1931 年 7 月，邓发到中央苏区，任

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国家政

治保卫局局长，领导中央红军政治保卫

工作。先后被选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

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 10月参

加长征，任军委第 2野战纵队副司令员

兼副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第 1梯队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 3纵队政治

委员等职。1936年 6月被派往苏联，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1937年 9
月回国，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

新疆办事处主任。1939年秋到延安，任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40年初，党中央为加强职工运动

的领导，调任邓发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

会书记。此后，他一直肩负解放区职工

运动的领导工作。主持创办《中国工

人》月刊。1945年 9月代表中国解放区

职工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巴

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

1946年 4月 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

邦宪、叶挺等同志由重庆返回延安途

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

难，时年 40岁。

邓发同志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工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从

一个普通的海员，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

先驱和领袖。周恩来同志称他是“工人

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⑥4
（据新华社）

邓发：工人队伍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邓发像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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