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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赵同增 通讯员
李建彬 杨伟泖）10 月 14 日，延津县一中
2000多名师生郑重地在“践行价值观、文明
我先行”万人签名条幅上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至此，该县举办的“践行价值观、文明我
先行”万人签名活动圆满结束。

为进一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强大正能量，延津县开展了以“文明服务、文
明执法、文明经营、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
明餐桌”为主要内容的“六文明”活动。

9 月 22 日该县在人民路广场举行了活
动启动仪式，干部群众和志愿者代表共 500
多人现场签下自己的名字，承诺用实际行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实际行动开创
延津更加美好的明天。启动仪式结束后，各
乡镇、县直各单位、各中小学的签名活动陆
续进行。

为配合此次签名活动，延津县印制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识手册 2万册和“践行价
值观、文明我先行”倡议书 2万份，在全县范
围内广泛发放。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近日，在
陕西省文化厅、韩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
届中国韩城“司马迁杯”全国锣鼓大赛中，新
乡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州
大鼓以激荡的鼓乐，优美的舞姿，粗狂豪放、
大气磅礴的表演，征服了全场两万多名观
众，夺得大赛银奖。

据悉，此次大赛以“鼓舞中国梦”为主题，
吸引了海峡两岸 11个省、市、自治区，20余支
锣鼓艺术团队，千余名参赛人员（其中国家级
非遗保护项目 13个，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7个）
参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锣鼓
艺术同台献艺，生动演绎着独具东方特色的
鼓乐文化，一展中华鼓乐的风采。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赵同增 通讯员
张拥军）银发闪亮，激情飞扬，没有老态龙
钟，不在乎输赢名次，只要开心就好……10
月 15 日，记者在新乡市体育场举行的卫滨
区第二届社区总动员老年人健身展示交流
会上看到，卫滨区 8 个代表团、1800 多名老
人兴致盎然地参加各类活动，展示了当代老
年人的活力和风采。

交流会为期一天，共设立了太极拳、广
场舞、门球等 6 个比赛项目和空竹、自行车
慢骑、掷飞镖、网球投准 4个趣味赛项目。

“俺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75岁的马秀
英来自平原镇南高村，要参加柔力球项目，
老人告诉记者，老年人参加这样的群众性体
育活动，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跟同龄人找
到共同爱好，结识新朋友开阔心胸，有益身
体健康：“名次不重要，重在参与，重在健身，
重在交流，重在快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爱老年人，是
社会的共同责任。”卫滨区委书记孔凡旭说，
卫滨区举办健身交流展示大会，旨在鼓励老
年人多参加体育锻炼，积极融入社会，老有
所为，老有所乐，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赵同增 通讯员
丁笑生 孙冬青）10 月 15 日晚上，河南师范
大学帕瓦罗蒂音乐厅座无虚席，还有 4000
多名师生在 13 个分会场观看“星耀师大梦
圆中国”校园之星颁奖晚会。

据了解，河师大第二届校园之星评选活
动于 4 月份启动，成立了由校党委办、党委
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校纪委、教务处、学生
处、就业指导中心、校团委等职能部门领导
老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结合各学院推选出
的 132 名候选人的事迹材料、社会评价、视
频展播、推介人推介，通过书面评审、网络投
票及校级终审的层层选拔和认真审议，最终
选出 9名校园之星和 8名校园之星提名奖。

记者看到，评选出来的“校园明星”中，
既有学习成绩优异的“学霸”，也有没毕业就
身家超百万的学生“老板”，有扎根农村小学
的“顶岗教师”，还有不怕吃苦受累痴心舞蹈
的体育“女汉子”，既有学习成绩的较量，也
有道德品质的彰显，体现了大学生们勤勉好
学、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见贤思齐，我知道了我接下来的大学
生活该怎样度过了。”文学院 2013级汉语言
文学专业学生董一博说，看了学长们的事
迹，很感动，收获很大：“他们有着正确的价
值观，传递着青春正能量，他们成功成才的
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

“来了，来了……”10月 11日下午 3时，
2014欧亚新丝绸之路老爷车拉力赛德国车
队刚到达新乡南太行天界山景区，就受到了
当地群众和景区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村民
擂起盘鼓，送上土特产，德国游客被现场气
氛所感染，纷纷向路两边的村民挥手致意，
并合影留念。

在景区门口短暂停留后，车队在景区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14辆老爷车一字排开往山
顶攀登，汽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水泥路上，
一路竟感觉不到一丝颠簸，不过每隔几里就
会有一个“胳膊肘弯”，车一路驶来，根本不
敢骤然停车。

沿途除了山水风光外，还有宣传“回龙
精神”的大幅标语。当时，回龙村党支书张
荣锁投入自己的百万家财带领全村人，在技

术、资金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不屈不挠地选
线开工，凭借手中的钢钎、铁锤，历时 3年修
通了这条穿越悬崖绝壁，约 1 公里长的“S”
型上坡隧道，以及蜿蜒 8 公里长的挂壁公
路，直通清峰关，成为太行山区令人叹为观
止的人文景观之一。

德国客人被这个故事所震撼，纷纷竖起
大拇指，直赞“中国人，真伟大！”穿越回龙挂
壁公路就到达了目的地——老爷顶，车队刚
到达就吸引了许多游客围观拍照，山顶的村
民们热情地为来自远方的客人戴上美丽的
花环，以示友好。

老爷顶海拔 1570 米，号称“太行第一
峰”。相传道教祖师在此成仙，百姓称祖师
为“老爷”，故名老爷顶。因与湖北武当山南
顶相对峙，故有“南金顶，北铁顶，南顶在武

当，北顶在太行”之说，被称为“北顶”。车队
领队克朗斯游览了景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
后赞叹：“太美丽了，给人一种超凡脱俗，飘
飘欲仙的感觉。”

据了解，此次拉力赛车队由 14 辆老爷
车组成，全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的奔
驰、铃木等，20多名车手都是德国的老爷车
爱好者。车队 8月 30日从德国柏林出发，沿
着古丝绸之路行进，于 9月 24日进入中国境
内，10月 9日进入河南后，先后在三门峡、洛
阳、登封和新乡停留，随后将于 10月 13日抵
达目的地北京，全程约 1.3万公里。

克朗斯表示：“这次穿越丝绸之路旅行，
是我进行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中国的发
展速度太快了，变化太大了，在这里我感受
到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

访访““新乡现象新乡现象”” 听听““老记老记””述说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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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观察记者新乡观察记者 代代 娟娟

两天来，第一次到新乡的《农民日报》记者简
承渊基本上都是紧锁眉头在采访。“质疑是记者应
具备的最起码的精神和专业特质。为什么我要人
云亦云，别人说对，我就要呼应呢？不是说我不相
信，而是我想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受，来寻
找答案，真正了解新乡先进群体的特质。”

当与一个个先进典型零距离接触后，简承
渊一直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感慨地说：

“新乡先进群体的人数之多、历史之长、影响之
大让我震撼！从史来贺到现在的裴春亮、范海
涛等，他们都是为老百姓不求回报地办实事，这
种奉献精神更难得！从这些人骨子里透出的拼
劲儿，也能看到太行山区的农民那种战天斗地、
敢为天下先的品质！这些先进典型让老百姓拿
到了真金白银，他们的荣誉实至名归！”

10月 15日，在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回龙村，听
到村民们向记者介绍村党支部书记张荣锁的故事
时，中央电视台记者王涛感动地说，他不仅拿出全
部家当给群众修路，还不顾生命危险，带领群众在
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山路，这种不计名利、不怕牺
牲的精神让人动容。

同样是第一次采访新乡先进典型的王涛
说，尽管之前也了解一些情况，但通过实地采
访接触，感觉还是很不一样。这些先进典型人
物都具备了基层党员干部身上的朴实特质，他
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闯出一条路
的精神非常可贵。其次，这些先进典型为老百
姓办了不少实事儿，真正体现了基层党员在农
村带头致富的作用，在当地老百姓心中的威望
很高。

“在人民群众心中，史来贺是一面永不褪色
的旗帜，这面旗帜正在鼓舞和激励更多的人。”
从 2003年 9月，《光明日报》河南记者站站长刘
先琴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人民心中的
旗帜——回眸史来贺》算起，她已经持续关注新
乡先进群体现象 11年。

十多年后的今天，刘先琴说：“风俗之变，迁
染民志，关之盛衰。”正如古训所言，不仅是史来
贺，以史来贺为代表的新乡先进群体已经成为
时代不倒的旗帜，社会永远的榜样，民众心中的
景仰。

作为一名在中央主流媒体从业 20 多年的
老新闻工作者，刘先琴说每次采访新乡先进群
体都会有强烈的感受。从史来贺、吴金印、刘志
华到张荣锁、耿瑞先、裴春亮、范海涛，这些闪光
的名字都曾经陆续在她的笔下见诸报端。“与其
他地方不同，新乡的先进人物不仅在各个时期
都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而且在豫北这方土地
上彰显出明显的传承力量，犹如长江之水，犹如
雨后春笋，后浪推前浪，春来更蓬勃，他们的精
神，已经成为推动一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他
们品格已经引领当地的风尚习俗。”

距离《人民日报》刊发《先进辈出 代代传
续 走进太行，解读“新乡现象”》一个月后，该报
道作者之一——人民日报记者王汉超，又一次
走进新乡，依然深有感触。

“作为一名记者，我在各地采访过很多先进
典型。但像新乡这样，有一大批，且在半个多世
纪里星光持续闪耀的现象，确实不多见。”王汉
超说，准备采访新乡先进群体时，新乡市宣传部
门给他准备了很多参考材料。尽管这些材料很
翔实，得出的结论也挺好，但对记者而言，依然
显得不够真切，不够鲜活。“让读者信服，必须得
先让自己信服。根据几天的走访，与每个先进
典型接触，除了得到让我认可的答案外，也让我

接受了一次教育和灵魂的洗涤，汲取了一种向
上的精神力量。”

在卫辉市唐庄镇的西山公园，看着满山
遍野数万个鱼鳞坑里顽强生长的柏树，王汉
超说，和吴金印一样，新乡先进群体最打动人
的地方还在于，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少会
讲 自 己 的 故 事 ，最 多 的 时 候 ，只 是 在 给 你 说

“我已经做了什么”、“下一步我准备再做什
么”……有关新乡先进群体的一个个流传广
泛的故事，王汉超基本上都是听这些典型身
边的人、或者曾经帮扶过的人讲述的，他觉得
这些充满着浓浓感情的故事，每一个都足以
让人动容。

探寻“新乡现象”，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涤

通过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受，寻找答案

“新乡先进典型之间取长补短、你追我赶、明
争暗赛，更是让争当先进成了一种正能量场。”
新华社记者付昊苏说，老先进经久不衰，新先进
层出不穷，独特的新乡现象让人感慨。也许有人
会怀疑，怎么会有这么多“傻人、傻事、‘傻精
神’”，但当你走近这些典型，自然会被他们身上
的那种劲头、气场所鼓舞、感动。作为一个地级
市，新乡有 10 多个全国先进，100 多个省级先
进，其中 5位被党中央号召学习。他们大多扎根
基层，在土地里摸爬滚打，不图名不图利，甘于吃
亏，乐于奉献，带头苦干实干，带领群众共同致
富。难能可贵的是，成为先进典型并没有使他们
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是一如既往的信群众、爱
群众，使一方土地风清气正心齐，不断激励后来
人，形成了先进辈出，代代相传的盛景。

“当前我们身处社会的转型期，意识形态领
域碎片化，对于先进典型，年轻人总感觉媒体所
呈现的没有那么真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李凡说，他曾试着从吴金印和张荣锁等人身上找
到一种答案，想探寻他们为什么从不同的时代走
来，却能秉承着共同的理想追求背后蕴藏的精神
奥秘；想了解他们的内心到底具备了怎样的一种
情怀，能够 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去做这一件
件为他人为群众的事情。

经过实地走访和采访，李凡找到了答案。他
说，新乡有典型辈出的土壤，你夸赞他们的成绩，
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郑永和、提到史来贺，提
到身边的典型。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和人民充满
感情，有一颗跟群众在一起，服务群众的赤子之
心。他们是太行山的儿子，是河南的赤子。

犹如雨后春笋，春来更蓬勃

新乡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城市

争当先进的新乡，形成了一个正能量场

从泥土里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
跟群众有着天生的感情

在《经济日报》河南记者站副站长王伟看
来，新乡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城市。他认为，新
乡崇尚英雄，并在新的时代赋予英雄新的内
涵。他们有的把自己的企业捐献给集体，带领
大家致富，有的把股份直接分配给乡亲，让他
们在工厂就业的同时还享受到股东的权益，有
的捐出上亿元的资产盖成别墅改善村民住宿
条件。在新乡我们常常看到因为能人们带领
一个村甚至一个乡镇富裕起来。他们向世人
揭示了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追求，那就是做一
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
人。他们为理想、为信仰而献身，他们是今天
顶天立地的英雄。

王伟说，新乡的英雄来自党和政府的精心

培育。新乡市对发现的典型视如珍宝，精心保
护，他们还成立了“新乡基层党员干部培训中
心”，邀请先进典型为农村干部传经送宝；建立
先进典型教学基地，组织大批基层干部学习培
训；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弘扬先进，放大先进典
型效应，由“典型效应”到“群体效应”，继而扩展
到“社会效应”，用榜样的力量带动了党风、政风
和社会风气，形成了人人创先争优的浓厚氛
围。正是政府的精心引导，这里民风开明向善，
富裕不被人眼红嫉妒，而是争相效仿，学习取
经。互相的竞争不是互相倾轧，而是比学赶帮
超，先进的帮助他人共同致富，后起的知耻后勇
奋勇向前。和谐淳朴的乡风民俗，和一座座现
代化和谐与共，向人们展现了一幅幅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优美图景。

《农民日报》记者简承渊说，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一直以来，乡土情是农村的根本传统。这
些先进人物与普通百姓生活的距离并不远，历
史传承下来的优良民风、民情天然地融入他们
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一旦他们有了条件，自然而
然回馈他们熟悉的乡土。这也是新乡先进群体
形成的一方面原因。

《人民日报》记者王汉超说，在新乡，有着一
个看一个，一个比一个，一个学一个的浓厚氛

围。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先进典型们，跟群
众有着天生的感情。他们过好了，希望周围的
群众跟着更好。这种朴素的感情，这种向上的
力量，成为他们成功的出发点。而在这个能量
场里，先进典型可能也有过骄傲自满情绪，但因
为有党组织的帮扶和激励，他们对自己的要求
更高，并不断升华，接受荣誉的同时也接受压
力，慢慢看到自己的不足，最终，一点点去掉杂
质，走向成功。

德国老爷车登上太行老爷顶
□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

10月14日至15日，中央、省、市各主流媒体记
者云集新乡，集中探寻“先进群体现象”。几天来，

“老记”们深入新乡城乡，近距离感受新乡先进典型
身上蕴藏着的精神力量，且听他们怎么说。

核心提示

1

2

3

4

6

5

延津万人签名“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乡中州大鼓
再获殊荣

1800名“夕阳红”
赛场竞风流

“群星”闪耀河师大

区域传真区域传真

在 唐 庄 西
山公园，中央、
省级媒体听吴
金印讲那“过去
的故事”。

代娟 摄

在 南 李 庄
社区养老院，一
名 92 岁的老人
拉着范海涛的
手说：“现在的
日 子 太 幸 福
了！”

高志勇 摄

吴金印带领唐庄人民将吴金印带领唐庄人民将荒山变成荒山变成绿山绿山 代娟代娟 摄摄

新乡市旅游局和德国老爷车队互赠纪念品。 王永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