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走基层
行进神州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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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

沐浴着新春的第一缕阳光，在街头巷尾、
在商场集市、在工厂车间、在乡村郊野……到
处一派热气腾腾、车水马龙的景象， 是争分
夺秒、 是团团圆圆、 是全力坚守、 是奋力创
新， 各行各业都铆足了劲儿， 要把经济发展
和乡村振兴的节奏拉上来……希望， 在人间
烟火里生发；力量，在古老大地上凝聚。

午报记者新春走基层， 带回了这个春天
各地令人振奋的新希望 、 新力量 、 新气
象———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 出生在河南农村
的刘亚平北漂10余年， 每到春节， 返乡回家的执
念让他早早地开始准备年货、 收拾行李， 只待放
假开车奔赴八百多公里以外、 心心念念的家乡。

“以前， 我们县是全省出了名的贫困县， 人
穷环境差， 年轻人都去大城市打工了， 最近几年，
家乡变化挺大的， 听说好多同学都返乡创业了。”
作为常年生活在父母身边的记者本人， 或许很难
理解 “近乡情更怯” 的复杂心情， 但一路上， 刘
亚平絮絮叨叨地回忆童年， 讲述儿时玩伴们的趣
事， 难掩回家的兴奋与喜悦。

村子变化太大了， 路宽了， 灯明了。 从乡村
公路驶入扶沟县韭园镇二十里店村， 一个党旗状
雕塑上撰写着 “为人民服务” 的字样， 红色的旗
帜、 金色的大字，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分外醒目
和谐。

主街两旁， 村民盖起的小楼外墙粉刷一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明标语和山水彩绘点缀
着干净整洁的街道。 “以前， 村子里脏乱差， 现
在可是不一样了。” 村民告诉记者， 该村以 “五
星” 支部创建为契机， 以获评 “生态宜居星” 作
为检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的标杆， 充分动员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开展 “五星” 创建、 巩固深
化人居环境整治成果。 “一个支部， 一个堡垒 ；
一名党员， 一面旗帜”， 二十里店村对乱堆乱放、
乱搭乱建、 占道跨店经营等现象进行了集中整治，
对村庄沿线主干道两侧荒草杂物、 塑料垃圾、 破
旧广告牌等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确保道
路干净整洁， 村容镇貌得到进一步提升。

路灯下飘扬着国旗和党旗， 村民悠闲地行走
在宽敞的马路上， 乱堆乱放现象不见了， 返乡人
的车停在了施划好的车位之上。 刘亚平发现， 家

门口原本的臭水沟， 已变成了一个面积不小的休
闲公园。 虽正值寒冬， 还是有很多大人 、 孩子，
饭后在这里散步、 聊天。 傍晚时分， 公园广场上
不少跳舞的村民聚在一起，十分热闹。“公园里新增
了儿童娱乐设施，吃了饭奶奶带你出去玩。”老婆婆
带着小孙女在公园里滑滑梯、 坐跷跷板， 逢人便
说， “大城市的孩子们都回来过年了！”

正月初四， 走亲访友的车辆停泊在道路两旁，
看着亲戚们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村民刘中笑喜
笑颜开。 “好几年没这么热闹了， 大家都从外地
回家过年， 表兄弟们凑到一起实在难得。” 为了招
待40多名亲朋好友， 刘中笑家里准备了四大桌饭
菜， 他还亲自下厨， 秀出几道拿手菜让表兄弟们
品尝。 “没想到， 在外打工还收获了这样高超的
做饭手艺。” 听着家人们的夸奖， 刘中笑脸上的笑
容不断， 在与亲戚们推杯换盏之间， 屋子里洋溢
着幸福和谐的浓郁氛围。

聊天中， 记者还了解到， 近年来， 扶沟县韭
园镇二十里店村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以党建
工作为引领， 着眼 “实干立身， 争先出彩”， 推动
人居环境整治再提升、 再提标， 让农村生态美起
来、 环境亮起来、 百姓乐起来， 被评为了 “全国
文明村”。

看着眼前大变样的家乡， 刘亚平由衷地说了
一句： “新的一年， 乡亲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农历新年， 记者驾车回到了位于河北省雄安
新区安新县的家乡。

开车回家的过程中， 记者不禁感叹家乡的变
化实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进入安新县界， 在途经
了白洋淀不夜城、 大健康体育公园、 百谷春芽便
民市场等几个 “著名地标” 后， 让记者的回乡心
情兴奋不已。

之所以兴奋， 是因为在与家乡的亲人、 朋友
聊天时， 经常听他们提起这几个 “著名地标”， 但
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这次终于有机会到实地
看一看了。

先说 “百谷春芽便民市场”， 听名字就有一股
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您可别小看这个市场， 这可
是当地最大的农贸市场。 它的前身是位于永安路
上的 “早市一条街”， 就在记者家门口。

说实话， 早市确实曾给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
比如， 早上不想做饭， 出门就能买到又脆又香的
大油条。 再往前走两步， 还能买到新鲜的蔬果、
肥美的河鲜， 而转过身就能买到日用百货、 服装
鞋帽， 甚至是针头线脑。 以至于记者每次回家乡
的固定 “娱乐项目”， 就是早市从头逛到尾。 不
过， 这么好逛的早市也曾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
比如买菜的人会把车直接停在马路中间， 造成交
通堵塞； 摆摊的小贩收摊后， 把剩下的歪瓜裂枣、
臭鱼烂虾直接扔到路边， 那味道真是又臭又冲。

幸好， 县政府在原 “早市一条街” 旁边的地
块上建起了这个便民市场， 而早市也就退出了历
史舞台。 现在， 市场里的货品种类依然丰富， 更
重要的是， 有了正规的管理， 购物环境整洁多了，
用记者老同学的话说 ， “感觉生活品质都提升
了”。

就记者的观察来看， 生活品质的提升其实无

处不在。 不光是道路平整了、 老旧小区改造了，
即便是街边的路灯都更有特点了。 比如家附近的
树， 就被孩子发现了一个 “秘密”： 白天看， 树上
面有个 “鸟窝”， 晚上看， 原来是装饰照明。

雄安新区建设的步伐正在加快， 基础设施的
建设也在加快， 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
化。 就拿休闲娱乐来说， 以前， 家乡亲友们的娱
乐生活可能就是网吧打游戏、 KTV唱歌， 但是现
在， 大家明显更注重健身与健康， 每天在朋友圈
看他们打卡 “大健康体育公园”， 遛娃、 跑步、 打
球， 甚至是玩飞盘， 以至于我经常怀疑， 这是在
同一个公园吗？ 这个公园到底有多大？

记者决定实地探访一番， 原来， “大健康体
育公园” 拥有运动球场、 市民公园、 国防教育基
地三大板块， 集体育、 教育、 训练、 娱乐、 休闲
等多功能于一体， 虽然时间仓促， 仅仅走马观花
看了一下， 但也感受到了这个公园的设施齐全。

夜幕降临， “大健康体育公园” 旁边的白洋
淀不夜城， 在炫彩灯光的照射下热闹非凡。 天南
海北的小吃让人挑花了眼， 传统休闲项目， 套圈、
飞镖、 砸金蛋， 轻松将春节的氛围拉满。 在新开
张的不夜城影城里， 记者带着孩子们跟熊大熊二
一起探险。 观影结束， 走出影院， 看着身边欢乐
的人群， 记者突然感慨， 家乡的生活正在回归正
轨， 而雄安新区的未来让人更加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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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乡村变身“全国文明村”
河南省扶沟县二十里店村：

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