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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李要伟 文图

本报讯 12月 15日，汝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
训班开班仪式在天瑞酒店举行，
河南省文化厅非遗处副处长张
永俊、于洁，汝州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局长张永振，纪检组
长郭云洁等出席开班仪式。来
自该市20个乡镇、街道文化主
管领导、文化站站长、文化站
工作人员、汝州市陶瓷协会、汝
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骨干、汝州
市非遗传承人代表等近百人参
加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张永振首先对
汝州的非遗资源和非遗保护现
状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培训
班的目的是进一步提升我市非
遗项目的申报能力和申报水平，
推进全市非遗产保护、利用、传
承、发展工作。”他介绍道，近年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文广新局的大力支持下，
汝州市非遗中心锐意进取，扎实
工作，为汝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工
作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组织
非遗资源普查、传统村落非遗
项目调查、地方剧种普查等一
些活动，逐步摸清了全市非遗
项目资源和存留、保护、发展
现状。通过组织申报、评审、
推荐等活动，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国家、省、市三级非遗项目
名录体系。汝瓷烧制技艺成功
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汝
州曲剧、宋氏中医外科成功入
选河南省非遗项目名录，汝州
市先后公布三批市级非遗项
目，共6大类28项。拥有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2名，省级传承人
5名，市级传承人近百名。这些
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为我市非遗
资源的保护、利用、传承、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了我市独

特的文化资源，是汝州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资源。相关领导希
望参加培训的人员，认真听讲，
记好笔记，牢记法律法规，进一
步增加非遗保护意识，努力提升
申报水平和质量，自觉投身到非
遗保护的宏伟大业中，推动汝州
非遗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本次培训时间为14
日至16日，培训内容包括非物质
文化遗产相关法律解析、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
护和申报工作基本方法，以及本
区域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申报填写等。这次培训班旨在
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
知识，提升汝州市文化工作者
及非遗传承人的非遗资源保护
意识，加强非遗保护传承队伍
建设，推进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进一步提升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申报能力
和工作水平。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郭营战

本报讯 12月15日上午，由
汝州市文联组织的汝州艺术大
讲堂在市委七楼会议室开课。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白巍用
诗意般的语句，给该市200余名
文艺工作者讲授了中国传统山
水画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技巧。

在当天的讲座上，白巍教授
以独特的艺术研究思路和方法，
融合她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感
悟，通过分析不同时代不同画家
绘画时采取的不同画法、作品表

示的意境，以及作品所传递出的
对生命的不同立场，深入剖析中
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深远意境和精
髓内核，激发创作者善于发现美，
学会观赏美，在创作时力求做到
美在天然、美在内心、美在当下。
对于中国山水画，她认为中国是
一个农业国，自古以来人们依土
地而生，自然的山山水水养育了
中国人。山的阳刚与水的阴柔相
生相合，便是宇宙无限的生机。
中国传统山水画，就是表现这样
一种山川之妙，并成为人类寻求
某种精神寄托的画种。中国传统
山水画表现了山水四季景色的不

同，或苍郁，或萧疏，或惨淡，涵容
丰富，就如同人的生命经历、人丰
富的情感。人在山川的变化中找
到了自己情绪的寄托，获得精神
的安顿。

据悉，白巍教授主要从事中
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开设有中
国美术通史、中国古代卷轴画史、
绘画欣赏与人生、美术理论著作
精读等课程，著有《张大千传》《齐
白石传》《宋辽金西夏绘画史》《似
与不似——中国绘画》《人间词
画》等作品。因此观山则情满于
山，望水则情溢于水。“山水以形
媚道”，画山水亦是画人生。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王召霞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上
午，一个爱心车队满载大米、
面粉、学习用品、衣服等慰问
品，浩浩荡荡开进了寄料镇车
沟村，打破了这个山村冬日的
宁静。车沟村的群众站在车
沟小学门口热烈欢迎汝州市

“孝德书院”爱心人士的到来。
据悉，寄料镇车沟村位

于寄料镇东南部约 15公里
处，总人口为1300余人，下辖
7个村民组。车沟小学是一
个只有30余名学生和5个教
职工的贫困山区学校。当天
的车沟小学院内干净整洁，
气氛热烈。“孝德书院”走进
寄料镇车沟小学爱心捐助活
动正在这里进行。寄料镇党

委委员张锋代表党委政府对
“孝德书院”各位义工老师和
各位爱心人士的到来表示热
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活动现场，汝州市阳光
雨露幼儿园的义工老师们为
车沟小学的孩子们和车沟群
众表演了优美的手语舞蹈，
并耐心教大家学习“我爱
你”“谢谢你”等手语；生命
在于运动，“孝德书院”的张
春雷老师带领大家做健康养
生拍打操。

汝州市各界爱心人士捐
助的各种各样的物资在车沟小
学院内堆成了小山，排成了长
龙。最后，各位爱心人士为孩子
们分发棉衣、书包、文具等慰问
品。车沟小学的孩子们被浓浓
的爱心包围着，冻红的小脸上
露出了天真灿烂的笑容。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梁睿拓

本报讯 12月 13日上
午，气温骤然下降，室外多了
些许寒意，但汝州市庙下镇
小寨小学校园里却成了欢乐
的海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50多名
大学生爱心志愿者将“郑航
机电号”爱心大巴开进该校，
为老师和孩子们送来了万余
元教学器材及学习用品等暖
冬物资。

“校园处处是笑脸，和谐
相处心里甜！”12月13日上
午，当“郑航机电号”爱心
大巴走进小寨小学时，孩子
们列队欢迎。图书、篮球、
跳绳、玩偶、电热水壶……郑
航机电大哥哥大姐姐送来的
这些学习用品及玩具，让孩子
们乐开了花。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团总支副书记

李正培介绍，本次活动由中
原爱心联盟联合各大高校发
起，通过组织大学生义卖报
纸，用挣到的资金购买教学
用品及学习用品，组织爱心
大巴走进农村小学进行帮扶
和爱心传递。“送去的东西尽
管不是很多，我们希望让小
学生与大学生有个接触，让
他们了解大学生，对大学更
加向往，增强学习欲望。”

小寨小学校长程文占
说，郑航机电的大学生不仅
带来了物质的援助，更是一
种爱心，一种信念，一种前进
的动力，相信在爱心人士的
关心支持下，孩子们会学会
感恩，懂得珍惜，富有爱心，
懂得回报，用优异的成绩报
答社会各界的厚爱。

当天上午，郑航机电的
爱心志愿者还与孩子精彩互
动，气氛热烈欢快。庙下镇
党委宣传办、镇团委也参与
了当天的活动。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刘宏远

本报讯 12月19日，记
者从汝州市双拥办获悉，为
解决好驻汝某部的出行难问
题，汝州市决定投资250余
万元修建战备道路，目前该
路段已完成路基挖掘任务。

去年以来，汝州市在为
驻汝武警某部投资120万元
安装天然气管道，解决部队

官兵生活做饭的难题后，又
投资250余万元，征用骑岭
乡和陵头镇两个乡镇土地
22.3亩，为驻汝庇山训练靶
场新修一条长1.23公里、路
基宽11米、路面宽7米的战
备道路。截至目前，该项目
征地赔偿工作已完成，骑岭
乡境内462米路基挖掘工作
已完成，预计到2017年5月
1日即可实现顺利通车。

汝州推进非遗保护利用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训班开班了

“画山水亦是画人生”
北大教授白巍汝州传授山水画创作

部队官兵出行难
政府投资帮修路
汝州市年终再掀拥军新高潮

“郑航机电号”爱心大巴
开进小寨小学

“孝德书院”爱心温暖车
来到车沟小学

声 明
●姚爱国二级警督警衔警官
证:031589丢失，声明作废。

●吕全有位于汝州市骑岭乡

城北村礼西组土地证：骑岭乡

集建（1991）字第 12-1-372号
丢失，声明作废。

●下列人员:周定襄(41D108)裴
宝聚(41D299)杜帅锋(41D325)
张福安 (41D560)张珊（41D31
9）仝松叶（41D349）李俊强

（41D316）郭万奇（41D334）郭
占光（41D302）等9名人员，河

南省烟草专卖执法检查证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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