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金市体育局工会委员会
遗失人民银行颁发的开户许可
证袁账号:193206686904袁核准号:
J4296000135802,声明作废遥

注销公告
瑞金市金海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院91360781576120152E冤经股东会决定现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袁 现公司已经成立清
算小组渊成员院谢金春尧朱宏群冤袁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江西省瑞金市二径路东
段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债务袁 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遥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院黄冬香 联系电话院15979708333

瑞金市金海服装织造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8日

老母亲
阴马夫里

应同学老郭之约袁 去山上的老家
一聚袁我快乐应允遥 冬至的前一天袁从
铜川赶了三个小时的路袁 到了老郭的
家要要要红河村遥

红河村在浅山地带袁 温度要比山
外面低很多袁 一下车一股冷气直入心
骨袁我急忙向房间走去袁和正要出门的
老人打了个照面袁老郭急忙介绍袁这是
老母亲袁我忙说院

野姨袁你好浴 冶
野好着那袁快进家袁外面冷遥 冶
郭母声音敞亮袁身子骨硬朗袁精神

矍铄遥
听老郭说过袁 老母亲快 80岁了袁

整天忙个不停袁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
净袁他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遥 我是第一次
见郭母袁 感觉老人身上就是一股精气
神遥

野成儿袁端菜了遥 冶我和老郭聊得正
浓时袁老母亲喊我们吃饭了遥 餐桌上摆
上六个凉菜袁一个大烧酒盘子袁这烧酒
盘子可是关中的一道特色菜遥 才一会
儿时间袁就做了这么多道菜袁我心想袁
做菜的人一定是个大厨子院菜品丰富袁
荤素搭配袁很有特色遥

老郭拿来白酒袁倒在酒壶里袁再放
进热水里院这叫烧酒遥 农村人都知道冬
天喝烧酒的传统遥 在烧酒的时间里袁老
郭请来了老母亲一起吃饭袁入席后袁老
母亲说院

野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袁你们
多吃点袁眼看着新年就要到了袁图个吉
利袁 七个菜祝孩子们新年更上一层
楼遥 冶

听完老母亲的话袁我非常诧异袁这
桌菜居然是快 80 岁的老母亲做出来
的遥 我的母亲 60多岁就去世了袁享受
这样的母爱也是二十多年来的第一
次袁我有些激动袁忙给老人倒了一杯热
酒院

野姨袁敬您一杯酒袁有老人的家袁真
温暖遥 冶

老母亲欣然喝了这杯酒后袁说道袁
野孩子们你们多吃菜袁我给你们做面条
去遥 冶不管我如何挽留袁老母亲还是要
去厨房遥 老郭说院野我母亲做面条可真
好吃袁就让老人家去做吧遥 冶

我很感慨袁80岁的老人多半走路
都很困难袁郭母却精神依旧袁足见老郭
的福分遥

老郭说院野古人说袁家有一老袁胜过
一宝袁是绝对的真理遥 我上班忙袁家里
家外的卫生尧做饭袁都是老人做的袁每
次下班回家袁看到家里干干净净袁我都
找不到活可干袁 别提心里有多舒服
了遥 冶

老郭是同学群里公认的孝子袁老
母亲身体这么好袁也说明了这一点遥

触目而动袁我来到厨房袁老母亲已
做好了两案板的面条袁 是传统的手工
擀面袁 面条煮熟后没有过水袁 捞在碗
里袁浇上汤袁吃起来烫嘴袁这在方言里
叫野煎火冶袁就是热气腾腾的意思遥 冬季
里袁 吃着从面汤里直接捞出来的臊子
面袁那种温暖是满满的幸福遥

老郭只有一个女儿袁 结婚后和女
婿考公务员去了云南工作袁有孩子后袁
老郭的媳妇也去了云南袁 去照顾小孙
子袁老郭家成了四世同堂遥

在问到今年过年有什么打算时袁
老郭说袁就在老家过年吧袁老母亲坐不
了长途车袁去不了云南袁我就陪老人过
年吧浴

陪老人过年袁就像这煎汤面一样袁
在冬季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袁 让人更加
感到暖意融融遥

快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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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年以
来袁农村文化礼堂
已连续 5 年被列
入浙江省十大民
生实事项目遥预计
到 2020年袁 浙江
全省要建成 1 万
个以上高水平农
村文化礼堂袁覆盖
全省 80%以上农
村人口遥图为人们
在浙江省嵊州市
东王村文化礼堂
观看舞龙舞狮表
演遥 翁忻旸摄

香包博物馆揭牌尧 农民乐团建团
30周年演出尧野我们的中国梦冶 文化进
万家活动启动噎噎12月袁 徐州市贾汪
区马庄村迎来了一场场文化野大戏冶遥

一年前袁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庄村考察
时指出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袁物质
变精神尧 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起抓袁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遥

马庄袁正是用 30余年的文化坚守袁
奏响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强音遥

野十县十镇十村十企冶调研组认为袁
马庄的发展史袁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累累硕果的一个缩影遥

看着一拨拨各地参观考察团涌进
马庄袁 看着乡亲们过上红火的好日子袁
年过七旬的马庄村老支书孟庆喜很感
慨院野文化兴村这条路袁我们走对了遥冶孟
庆喜记得袁在上世纪 80年代袁马庄利用
煤矿资源掘到野第一桶金冶袁没想到富了
口袋袁问题却来了遥野打架尧骂街的多了袁
甚至还有人赌博遥冶孟庆喜认准一个理院
正气上来袁就能把邪气压下去袁一定要
用先进文化占领思想阵地遥

1988年袁在孟庆喜的坚持下袁马庄村
成立苏北第一个农民铜管乐团袁 引起轰
动遥不过也有人质疑院野究竟是能吹出粮食钥
还是能吹出票子钥 冶孟庆喜不为所动袁坚持
把乐团办了下来遥 即使后来煤矿关闭袁村
集体经济遇到挑战袁 他们也坚决不解散袁
并通过市场化运作袁增强了野造血冶能力遥

这些年来袁马庄乐团多次到国内外

各地演出袁在全国和世界观众面前展现
出苏北农民的新风采遥 野我们前些年在
意大利演出时袁 当地观众看了不过瘾袁
一口气让我们加演了好几个节目遥 冶马
庄农民乐团团长孟辉说袁乐团打响了马
庄的知名度袁 曾有客商到马庄考察后
说袁能把文化活动搞得这么好袁说明村
子的软实力不会差遥
走进马庄村委大院袁就听见动人的

曲调从文化礼堂内飘来遥 在乐团 20多
人的核心团队中袁长号手马廷芹年龄最
长袁已年过 50岁袁而 90后的徐娜则是
打快板高手遥 大家天天泡在一起排练尧
演出袁成为马庄一道动人风景遥 今年他
们已演出 160多场袁还创作了叶习总书
记到马庄曳叶香包情曳叶新时代序曲曳等多
个新节目遥 大家骄傲地说院野幸福的日
子袁咱唱着过遥 冶
不仅是农民乐团袁马庄的香包同样

野红冶遍全国遥 村里的香包文化大院袁自
今年 10月开张后袁成了人们参观的野必
选项冶遥 在 2000平方米的大院内袁记者
看到袁既有香包制作和研发区袁也有香
包展示和销售区袁几十位村民一字排开
现场缝制香包袁让人可以全面领略马庄
香包的风采遥

野订单太多袁每天都忙不过来遥 冶马
庄香包项目负责人厉慧卿忙成了 野陀
螺冶袁今年以来袁村里靠卖香包收入就超
千万元袁成了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袁带动
了数百人就业遥 厉慧卿说袁最近他们还
在网销上进一步发力袁打算把马庄香包

卖到全世界遥
香包火了袁农民的口袋也鼓了遥 50

岁的村民赵丹曾在矿上工作袁后来矿没
了袁她就去外地打工遥 如今袁她回到马
庄袁靠着缝香包袁每月能挣 3000元遥野不
光是有钱了袁 你看现在的环境多好袁发
展多快袁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呢遥冶赵丹笑
言袁姐妹们现在的干劲都很足袁都希望
干一番大事业遥

正是靠着文化滋养袁振奋了农民的
精气神遥 在马庄袁很多传统一直延续了
几十年遥 每周都有周末舞会尧每月 1日
举行升国旗仪式尧 每年举办元宵灯会
噎噎马庄村党委书记孟国栋说袁他们通
过野党建引领尧乡风润村尧旅游富民冶袁让
马庄走上了发展快车道袁实现了野两个
文明冶比翼齐飞遥

而在马庄新的规划中袁农家乐一条
街尧四季花海尧多肉植物园尧蔬果采摘园
等将陆续落地袁特别是文创综合体在明
年开业后袁 将提供更多创新创业空间袁
为世人呈现一个全新马庄遥

野明年开春后袁我们打算沿着大运
河文化带进行巡演袁进一步传播马庄文
化遥 冶孟国栋说袁马庄人不会停下野一马
当先袁马不停蹄冶的脚步袁他们将把精彩
的野马庄故事冶讲给更多人听遥 王岩

曲阜院“流动党校”走进乡村
曲阜市通过野流动党校冶送教下村,提高了党员干部的能

力素养,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遥自 2017
年 6月份以来,野流动党校冶 进农村活动覆盖全市 431个支部
16941名农村党员,开展培训 100余场次,参训人员达到 12000
多人遥 陈力

巢湖院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了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渊2018原2022年冤曳袁2018年袁 巢湖市积极探索乡村文化服务方
式袁按照有标准尧有网络尧有内容尧有人才的要求袁健全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遥 主要措施包括院增强农村电影放映成效袁大
力推进农家书屋建设工作等遥 李楠

马庄村院

奏响乡村文化振兴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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