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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本报讯 弘宝汝瓷大喜临
门！昨天，记者获悉，在中国陶瓷
协会官网举办的2015年度陶瓷
行业企业品牌人气榜网络投票活
动中，弘宝汝瓷代表汝瓷行业在
品牌人气榜中一举夺得中国历史
名窑“魁首”。

据了解，此次网络投票活动
11月20日启动，拉开了网络时代
中国名瓷争“魁”之战的序幕。全
国各大产瓷区的建筑陶瓷、卫生
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共407
个品牌进入角逐，涉及各大历史
名窑。截至12月12日，全国有近
6万名业内人士参与投票。

汝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极
高的地位，是中国的骄傲，中原的
名片。因宋金战乱，汝瓷一度窑

空烟冷，断代八百余年。新中国
成立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汝瓷业再现昔日辉煌。2004年，
汝瓷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2011年，汝瓷烧制技艺被列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
护名录。为振兴汝瓷产业，近年
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提升政策，
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各汝瓷企
业也在各显神通，为发展壮大汝
瓷产业增砖添瓦。

记者致电中国陶瓷工艺大
师、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
技艺传承人、弘宝汝瓷创始人王
振芳，王振芳高兴地说：“2015年
度陶瓷行业人气榜网络投票活
动，是新时期对各产瓷区影响力
的检验，也是宣传推介汝瓷的绝
佳时机。弘宝汝瓷代表汝瓷行业
参加人气榜角逐并夺得中国历史

名窑魁首，是弘宝汝瓷的骄傲，更
是汝瓷行业的骄傲。”

“坚持科技创新，打造当代官
窑”是弘宝人的不懈追求。20多
年来，弘宝汝瓷依靠科技创新，引
领行业新风，收获丰硕成果，先后
荣获河南省科技企业、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河南省文物复仿研发基地、河
南省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首批
骨干企业、平顶山市高新技术企
业、平顶山市高成长型民营企业
等荣誉称号。“弘宝斋”被评为河
南省名牌产品、河南省著名商标。
公司拥有两个研究所、两个生产
基地、一个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
馆。弘宝汝瓷坚持以弘扬汝瓷文
化为己任，重续汝瓷千古传奇，在
打造当代官窑之路上一路领先，
开创了汝瓷又一个辉煌时代。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
市荣华汝瓷开发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总经理韩琴女士日前接到
日本NHK电视台编导内野智宏
的电话，称该公司报送的《宋徽宗
与茶》专题片已获批准，计划在
2016年1月赴中国拍摄。

12月 4日，内野智宏一行5

人到河南参观古窑遗址，途中专
程拜会健康茶具的创始人韩琴女
士。内野智宏9月在日本曾获赠
一件韩琴汝窑健康茶杯，感觉喝
茶的口感爽滑，与众不同，所以找
到韩琴作进一步了解。韩琴说，
她采用纯天然矿物原料生产的健
康茶具，有害重金属铅和镉的含
量为零，环保无害，可改善茶水、
酒水的品质。内野智宏等客人分

别用不同的茶杯盛上茶水和白酒
试验后，感到很惊奇。他说，中国
古人曾经说过，水为茶之母，器为
茶之父，通过试验，证明所言不
虚，宋徽宗精通茶道，“唯用汝
器”，他喜爱汝瓷是有道理的。

内野智宏因此受到启发，决
定拍摄《宋徽宗与茶》。回到日本
后，他的提议得到NHK电视台的
批准，计划于明年1月开拍。

□通讯员 赵丹 李国现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汝州
市第一高级中学获悉，该校针对
高中生当前的心理健康现状专门
举办了一场以“高中生心理健康
及预防”为主题的知识讲座。

据悉，此次讲座由该校高级
心理咨询师孙建荣主讲，以生活
实例、幽默风趣的语言为学生们
讲解了人们对心理辅导的误解、
什么是心理咨询（辅导）等，引导
学生认识心理健康，正视自己的
心理障碍，学会心理自救。学生

们表示，此次讲座拓宽了视野，增
强了心理保健意识。

据了解，该校除开设健康教
育课、健康教育黑板报外，还成立
了“心理咨询室”，专门有老师开
展多种形式的心理辅导，加强对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李晓丽 康留元 文图

本报讯 孩子在校情况怎么
样？家长对学校有什么好建议？
12月20日上午，汝州二高邀请高
一、高二学生家长走进校园，了解
学校近段时间的教育教学思路，
与学校领导、老师进行沟通交流。

汝州二高根据当前的教育教
学形势，提出“以人为本、尊重规
律、尊重个性、求实创新、激发潜
能，构建和谐育人氛围”的理念，
围绕“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的中心任务，努力提
升教师工作状态和学生学习状
态，通过“狠抓主题班会、倡导激
情学习、强化表彰激励”等，提高

学生整体素质。同时，结合“家校
共建”的教育思路，让学生在求
进、感恩的氛围中健康成长。

当天，学校介绍了当前的教
育教学任务，老师、家长、学生互
动谈心，家长们还收到了孩子写
给自己的信，读着孩子的心声，不
少家长动情落泪。家长李女士激
动地说：“孩子长大了！”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赵志勇

本报讯 12月21日，
汝州市社会文化系统混元
太极拳骨干培训班在市群
艺馆举行开班典礼。由该
市20个乡镇、办事处挑选
出来的50多名文化骨干
参加此次培训班，汝州市
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
长董广兴，市老年体育协
会主席张文幸，群艺馆书
记、馆长赵志勇等出席开
班典礼。

据介绍，本次培训班
是针对各乡镇、街道文化
站业务专干的培训，培训
为期5天，培训内容为混
元太极拳。担任此次混元
太极拳教练的陈秋杰先生
是混元太极拳第三代传
人、北京工业大学实验学
院教授，对混元太极拳有
独特见解和研修。开班当
天，陈秋杰带领学员们学
习混元十八式，天气虽然
很冷，但学员们学习热情
依然很高。

“今年以来，汝州市文
化广电局紧紧围绕文化惠

民政策，把群众文化艺术
工作延伸开展到百姓身
边，针对基层群众的不同
需求，广泛开展诸多文化
培训，积极培育乡土文化
市场，活跃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让文化惠民工作落
到实处，让基层人民群众
不出村口有所乐，不出乡
镇有所学，享受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引领的美好生
活。”董广兴这样告诉记
者。

据了解，2015年汝州
市文化广电局组织举办免
费教你一招培训班34期，
受益学生上千名；开展了
中青老年人健身秧歌舞免
费培训班12期，参与培训
的学员有2000余名。另
外，群艺馆还举办了3期
全市社会文化系统基层业
务文化骨干培训，培训文
化骨干150余名，并根据
教你一招文化理念“送招”
至各个街道办事处、各乡
镇文化站，进行村级骨干
培训活动，举办村级文化
骨干培训班60期，培训村
级文化骨干3000余名。

□记者 李春 特邀通讯
员 李伟恒 通讯员 闵振
安

本报讯 昨天，记者
从汝州市纸坊镇农业服务
中心获悉，位于该镇的汝
州市中王生态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以一流的品牌、一
流的业绩被国家农业部命
名为“2015年农业部畜禽
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据悉，这是该公司继
2014年被评为“河南省畜
牧业生态示范场”、“全国
农技推广畜牧业科技试验
示范基地”之后的又一国
家级殊荣。汝州市中王生
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2年8月，其富硒保
健鸡蛋生产项目，是一个
严格执行农业部畜禽养殖
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
生产规范化、防疫建设化、
粪便处理无公害化的高标
准鸡蛋生产基地。目前，
该项目已完成投资1500
余万元，建成了国内标准
化程度最高的蛋鸡舍 4

栋，饲养蛋鸡20万只，采
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全
自动蛋鸡饲养设备，实现
了温度、湿度、光照、通风、
消毒、喂料、饮水、收蛋全
自动化操作，鸡粪采用传
动带接送，随时输出鸡舍，
保证鸡舍空气清新。饲养
管理采用公司研发推广的
《标准化中药保健鸡蛋生
产》新技术，进行精细化管
理，鸡群在进行严密生物
防疫的同时，不使用任何
抗生素，全程使用纯中药
保健和高维生素营养饲
料，保证生产出高品质、无
抗生素残留的无公害中药
保健鸡蛋。

自富硒保健鸡蛋生产
项目启动以来，该公司全
力打造自己的产品商标

“凤王”牌富硒健康鸡蛋，
畅销于平顶山、宝丰、叶
县、许昌、郏县、汝州、洛
阳、禹州等十几个周边县
市大型超市，占据了河南
畜禽产品市场的热销产
品，成为汝州市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

中国陶瓷协会官网举办2015年度品牌人气榜网络投票

弘宝汝瓷夺得历史名窑“魁首”

日本要拍专题片 瞄准汝瓷健康茶具

汝州一高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汝州二高“家校共建”让学生健康成长

中王农牧再获殊荣
被农业部授予“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汝州市基层培训又开班
混元太极拳骨干培训班日前开课

李
女
士
参
与
活
动
后
感
到
﹃
孩
子
长
大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