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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协在汝州举行授牌仪式

“中国女娲文化之乡”
“中国女娲文化研究基地”同时挂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本报讯 11 月 11 日，中国
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主席
程健君，中国民协顾问、河南省
民协名誉主席夏挽群，在汝州
分别颁授“中国女娲文化之乡”
“中国女娲文化研究基地”牌
匾。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周燕屏宣读了相关文
件。
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鹏，汝州市委副书记陈淑雅，汝
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曲延辉
参加授牌仪式。
刘鹏在致辞中说，汝州文
化底蕴深厚，距今有 1400 多年
历史，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 10 处、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10 处。近年来，汝州致力于女
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成立了
女娲文化研究中心，加大女娲
遗址遗迹开发与保护，开通了
九峰山风景区（女娲文化遗址）
旅游线路，修建了汝州市区至
小屯镇慈清宫的公路，召开女
娲文化论证研讨会，编写的汝
州市《女娲文化故事集》收录女
娲故事、神话、传说 300 多篇，
成功举办 10 余场以弘扬女娲
文化为主题的书画大赛，弘扬
了传统文化。
刘鹏说，此次授牌，既是对
汝州市传承弘扬女娲文化工作
的认同与鼓励，更是对汝州市
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与期望。
“我们将以此次授牌为契机，大
力推动女娲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为传承、弘扬女娲文化，做
出更大贡献”
。
女娲是上古三皇（天皇伏
羲 、人 皇 女 娲 、地 皇 神 农）之
一。后世尊称女娲和伏羲为人
文初祖。
1926 年，湖南长沙战国楚

文图

汝州司法局用文艺作品
宣传《民法典》

中国民协等单位专家在伏羲、
女娲滚石成婚处采风
墓出土的帛书上，记述了女娲
在汝水之阳即汝河北岸，观日
月、辨风雨、定季节、利农桑，使
人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相关
内容。该帛书现存于美国国家
博物馆，由我国研究史前文明
的专家发现并拍照。
2019 年 11 月 7 日、8 日，由
中国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
主席程健君，中国民协顾问、河
南省民协名誉主席夏挽群，中
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吕军，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
究所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出版工程民间文学理论专家组
副组长田兆元，中国社科院民
族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成
员黄中祥，中国社科院民族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毛巧晖，中国
民协理论研究处副处长孔宏图
一行组成的专家组来到汝州，
对汝州市申报“中国女娲文化
之乡”工作进行了考察验收。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下发了《关于

命名河南省汝州市为“中国女
娲文化之乡”并同意建立“中国
女娲文化研究基地”的决定》。
决定中说：汝州是河南境内除
豫北太行山、王屋山区域，豫东
陈地之外,又一活态的娲皇信
仰文化带。境内女娲神话、歌
谣、小调在民间广为流布；娲皇
宫、女娲庙、地母庙、女娲石、女
娲泉等传说遗迹遗址尚存，民
间祭祀、民俗庙会特色鲜明、延
绵赓续；本土学者对于三皇五
帝的考察研究成果颇丰。汝州
成为集口传文学、物化景观、民
俗仪式三位一体的女娲文化密
集区之一。近年来，汝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传播工作，深入开
展女娲文化的挖掘、收集、整
理、保护工作，大力弘扬女娲造
人、补天的人文精神，为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
撑。经考察论证，决定命名河
南省汝州市为“中国女娲文化
之乡”并同意建立“中国女娲文
化研究基地”
。

助力“山水宜居绿城”建设

汝州组织城市项目建设观摩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陈建峰 王磊 文图

视台等媒体播出。朗朗
上口的语言、贴近群众的
曲 调 ，把《民 法 典》的 作
用、意义，及新规定、新概
念、新精神，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作了宣传。
( 大 河 报·大 河 客 户 端 记
者 张鸿飞
通讯员 许艳芳 文图)

排查整治农村公路隐患

日前，汝州市农村公
路管理所组织力量实地
查勘靳马线施工路段，排
查整治农村公路隐患，预
防和减少道路安全事故
的发生，贯彻落实上级交
通运输部门关于《交通运

输 领 域 安 全 生 产“ 大 排
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
行 动 实 施 方 案》工 作 部
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 张鸿飞
通讯员 茹瑞芳 文图）

10万元洗化用品
捐给特教学校

现场观摩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快城
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助
力汝州市山水宜居绿城建设，
11 月 12 日，经过精心筹划，汝
州市住建局党组组织班子成
员、各项目负责人组成项目建
设观摩团，开展 2020 年度城市
项目建设观摩活动。
观摩团一行先后来到洗耳
河东侧河堤路、荟萃苑小区道
路及游园、向阳路东延道路建
设、吴洼棚户区红线外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君悦苑小区道路
建设、怯庄棚户区红线外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滨河路管网铺
设等在建项目实地查看，把脉
问诊、现场办公，
解决问题。
据悉，自今年 1 月份起，汝
州市住建局就筹建了工程项目
库，储备了一大批项目，完成了
一大批项目的科研报告及前期
工作，经过前期努力和辛勤付

“打竹板，站台前，春
风满面开了言，今天不把
别的说，给大伙说说《民
法典》……”
日前，由汝州市司法
局、汝州市普法办制作的
快 板 剧《百 科 全 书 民 法
典》、曲剧微电影《
“清官”
能断家务事》在汝州市电

出，第一批 24 个项目已先期落
地。
在观摩活动结束后召开的
项目建设座谈会上，各项目负
责人汇报了项目基本情况、目
前进度、工程时间节点，以及面

临的困难。汝州市住建局党组
书记、局长裴学文和各项目负
责人，对在建项目进行了分析
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进度和时
限要求。

11 月 18 日 ，汝 州 市
残联为 2020 年度 100 名
困难视障人员发放了盲用
电饭煲。本月上旬，汝州
市残联还举办了河南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爱的滋
润”助残公益项目捐赠发

放仪式上，汝州市特殊教
育学校获赠价值 10 万元
的洗化用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张银锋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