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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姜楼楼镇镇二二十十多多出出折折子子戏戏送送村村民民
庄户剧团凑了12万元用于购买衣服道具，免费送戏下乡

今 日 滨 州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王
文彬 王璐琪 通讯员 周柱
新 路宗谏) “晴和天气日初
长，斗芳菲春花满放。俺只得就
芳尘逍遥前往……”胡琴咿呀,
铜锣响亮，近日，记者走进惠民
县姜楼镇西牛村，一阵阵悠扬
的戏曲声飘来，村民们不时发
出阵阵喝彩。

演员们自己凑了10万元买
的道具服装，凑了2万元请老师
排练的折子戏，自己开车去村
里免费演出……这真真实实发
生在惠民县姜楼镇沙赵村曹曰
峰、西牛村牛兴亮等16名庄户
剧团成员身上。

他们计划从正月初五开
始，到正月十六结束，一天两
场，在全镇20余个村庄巡回演
出，但由于演出精彩，姜楼镇庄
户剧团“打”出了名气。受村民
的邀请，直至近期，剧团还在为
村民表演。“真是计划不如变化
快！”曹曰峰笑着说。

“我们从2004年起每年都
组织闹元宵，以前就是穿着普
通服装，在正月十五那天，清唱
几个小段。”曹曰峰介绍,“可村
民们的‘口味’在变化，要求听
折子戏过过瘾。”

演出折子戏就需要戏服和
道具，一身凤冠霞帔的戏服，便
宜的也得几千元。曹曰峰就把
剧团成员集合在一起商量。“凑
钱买服装道具”曹曰峰带头拿
出2万元，这样你3000元他2000
元，16名成员一共凑了10万元。

河西马村的马广玉，今年
71岁，老伴已经去世，也拿出

1000块钱执意交给了曹曰峰，
并表示想为父老乡亲们做点贡
献。曹曰峰到淄博，精挑细选，
购买了折子戏所需要的乐器、
服装、头饰，每人一个拉杆箱装
自己的行头。

去年腊月，曹曰峰聘请市
里的京剧团专业人员给大伙儿
培训了两周。演员们从服装穿
着、化妆、形体、步调、唱调，甚
至一个眼神和表情都得到了精
心指导。牛兴亮因为一个音调
把握不准，晚上9点多跑到老师
家中求教。“想不到京剧还有这

么多东西要学，每堂培训课下
来总有收获。”他说。

尽管他们没有经费，没有
工资，演出也全是免费，但是
演员们的热情却非常高涨。从
正月初五至今，庄户剧团的演
员们自己开车巡回20多个村
庄演出，行程1000多里。“马本
林、牛兴亮两个当司机，面包
车是自己的，我提前让他们加
满了油。”曹曰峰说，新唐村的
张福增养了80多只羊，可他没
耽误一场演出；肖淑华虽然感
冒了，但是晚上输水，白天继

续唱戏。整个剧团30多个人，
演出期间没有一人耽误演戏。

庄户剧团演员们的付出
也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和支持。曹曰峰说，扎戏台需
要音箱、固定舞台，一家五金
电器的老板免费给剧团提供
一切用品。正月十二去王集村
演出的时候，一家饭店的老板
义务开着自己的客车送演员
到了村里。他们在董李村演出
的时候，一位80多岁的老人硬
是把两包糖放在了演员的行
头箱里。

惠民联社开展

春天行动动员

1月20日，惠民联社组织开了
全县农村信用社2014年工作总结
暨2015年春天行动动员会议，联
社班子成员、各部经理、各社主任
参加了会议。会上各社主任重点
汇报了2014年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及2015年工作打算；联社副主任
张玉江同志宣读了《重点突破
转型发展 2015年“金纽带”春天
行动活动方案》；最后由联社主任
李景龙同志代表党委作了重要讲
话。李景龙同志指出要准确把握、
认真贯彻落实省联社和滨州办事
处会议精神，同时结合联社2014
年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
结，客观评价了2014年联社经营
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
题，并就如何做好当前和2015年
全年工作作了指示。

(惠民联社 吴璇)

惠民电力

服务春耕到田间

本报讯 春风和熙，大地回
暖，随着春耕春灌时节的来临，为
满足春灌用电需求春节保电任务
完成后，惠民公司立即投入到“服
务春耕”的工作中。惠民公司主动
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及时
从政府部门了解春耕动向，成立
春耕春灌便民服务队，制定保电
方案，及时提供高效的供电服务，
全力保障“春耕”用电。

公司营业厅积极开辟“春耕
绿色通道”，简化业务流程，快速
办理用电手续，优先处理春耕用
电申请。14个供电所的工作人员
深入到田间地头，检查排灌站、临
时抽水用电线路及生产用电等设
备，了解农民的用电和服务需求，
指导安全用电，帮助解决电源安
装、设备维修等各种问题，同时向
农民宣传安全用电、电力保护常
识，指导农民合理安排灌溉时间，
随时解决农民群众春耕春灌用电
问题。 (张娜)

惠惠民民电电力力圆圆满满完完成成苗苗博博会会保保电电工工作作

本报讯 3月9日，经过惠民公
司周密部署，第四届中国苗木博览
会开幕式期间相关场馆供电安全
稳定，开幕式保供电任务取得圆满
成功。惠民公司用心保电、尽责履
职，以优质可靠的供电服务，助力

“苗博会”成功举办。
当天上午7点30分，惠民公司

保供电人员就早早地进入主会场，
按照保供电值守方案，实行定人、

定位、定段巡视，进入值守状态。在
涉及开幕式的各输电杆塔下和电
缆沟等电力设施旁，都有公司工作
人员认真细致地巡视，确保各类突
发故障得到及时妥善处理。除自身
供电设备供电外，该公司还出动一
部应急发电车进入热备用状态，在
现场严阵以待，全方位为大会提供
可靠、充足的电力保障。

(徐明霞)

惠惠民民电电力力““真真情情彩彩虹虹””爱爱心心基基金金会会启启动动

本报讯 3月10日上午，惠民公
司“真情彩虹”爱心基金会捐款启动
仪式正式开始。爱心基金是惠民公
司全体干部职工在自愿的基础上设
立的互帮互助平台，旨在更好地开
展职工关爱工程，帮扶遭受重大疾
病、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的职工或家

庭。公司还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
做到基金运转公开透明，坚持“取之
于员工、用之于员工、互惠互利，为
员工排忧解难，奉献爱心”的原则，
确保每一分钱落到实处，充分发挥

“真情彩虹”爱心基金的作用。
(董宝强)

3月10日，惠民县审计局组织召开了全员审计工作
培训会，培训的内容为《浅谈预算法修订对审计的影
响》、《县级审计机关如何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打造
一支能打硬仗的审计铁军》等。参加培训的全体同志一
致反映这次的培训效果好，层次高，发挥了惠民县审计
系统教育培训资源的最大化。 (石宁)

惠惠民民县县审审计计局局组组织织召召开开

全全员员审审计计工工作作培培训训会会

姜楼镇庄户剧团演员们正在表演。

本报讯 近日，惠民县审计
局召开了投资审计工作会，会上
讨论制定了《2015年惠民县政府
建设项目审计实施方案》，确定了
2015年度投资审计的目标。

为保证2015年在投资审计工
作中有所突破将采取以下三项措
施：一是加强对投资审计工作的
领导，由局长直接主管，分管领导
具体负责。二是向县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重点项目派出审计特派
员，在开发区设立投资审计办公
室，由专人负责开发区和各重点
项目的审计工作。三是做好建设
项目审计与财政预算执行、专项
资金和经济责任等审计工作的结
合。 (徐良杰)

2015年采取五项措施

保证投资审计工作

本报讯 新年伊始，惠民县
审计局迅速淡化节日气氛积极完
善了局内各项审计规章制度，进
一步规范了审计工作，确保了各
项工作有章可循，努力打造一支
能力强、素质高的审计队伍。

首先明确了业务分工及岗位
职责，其次制定和完善了各项审
计规章制度，包括《惠民县审计局
内部各科室工作考核办法》、《审
计工作廉政责任制》、《审计项目
公示制度》、《优秀审计项目评选
办法》等7项制度，并在惠民县政
府网站上进行公布。通过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激发了广大
审计干部争创一流工作业绩的动
力。 (石宁)

惠民审计局积极

完善审计规章制度

审计风采录

本报讯 根据《审计法》的规
定，对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是每年度的首要任务。今年的本
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以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牢固树
立“监督体现服务、制约体现促
进”的审计理念，进一步加大对政
策执行、资金运用、项目实施和领
导干部经济责任的监督检查力
度，促进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严格
财政收支管理，推动所有政府收
支纳入预算，并为党委政府全面
掌握综合财力状况，统筹安排财
政资金提供依据。跟踪检查重点
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促进
厉行勤俭节约，提高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 (房力)

惠民县审计局开展

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本报讯 为了加快投资审计
工作进度，提高投资审计质量，强
化协审机构管理。近日，惠民县审
计局组织召开了投资审计项目推
进会会议通报了各协审中介机构
项目实施进度，肯定了协审中介
机构在政府投资审计方面取得的
成绩，同时指出了项目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问题产生
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及建议，并就2015年投资审计项
目管理、廉政纪律提出明确作了
进一步要求。

(房力)

惠民审计局加强

投资审计项目管理

本报讯 近日，惠民县审计
局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
强审计工作的意见》，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开展业务培训。

培训期间，该局将邀请县委
党校专家教授为全体干部职工作

《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专题解读和学习辅导；邀请县纪
委专家为全局干部作廉政建设专
题讲座；邀请县检查院专家，从司
法角度为大家讲解了经济犯罪行
为定性和取证的相关方法；邀请
市局有关领导对审计全覆盖的进
行讲解。各科室对如何做好2015
年各项工作献言献策。

(徐良杰)

惠民县审计局

节后忙充电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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