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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洋）“践行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
南”征文活动日前揭晓。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寇洵的《你
是一团燃烧的火》、台湾大学生陈旻道的《唐三彩——
记文明河南》、安阳市栗德亮的《红旗渠叙事之任羊成
们》获得一等奖，驻马店市西平县耿永红的《焦裕禄，一
朵入世之菊》等 10 件作品获得二等奖，郑州市新密市
高伟谦的《劳动者·号外》等 20 件作品获得三等奖，省
新乡监狱李金辉的《两棵树》等 30 件作品获得优秀奖，
郑州市委宣传部等 15 家单位获得组织奖。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文
明河南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启迪思想、温润心
灵、陶冶人生的积极作用,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让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成为文明河南的知
晓者、建设者、践行者，省委宣传部、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共青团河南省委、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
文联等策划实施了“践行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南”活
动，先后组织开展了河南知名诗人采风创作活动、2015
河南省新春诗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作为“践行
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南”活动的分项内容之一，2014
年 12 月 3 日启动的“践行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南”征文
活动得到了各地各部门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积极响
应。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活动组委会先后收到包
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地作者来稿 2435 首。从来稿看，
多数作品主题鲜明、格调积极向上、表达形式创新，都
能够聚焦文明河南建设，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
力刻画河南好人，讴歌时代新风，唱响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书写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生动实践。

组委会组织河南电视台、省作家协会、省文学院、
省诗歌学会、省朗诵协会的有关专家按照公平公正、质
量为上的原则进行了初评、复评和终评，分别评选出一
等奖 3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 30 名，并
评出组织奖 15 名。④4

刻画河南好人 讴歌时代新风

“践行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南”征文活动揭晓
本报讯（记者刘 洋）4月 2日

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豫
剧现代戏《焦裕禄》全国巡演启动
演出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

豫剧现代戏《焦裕禄》是河南
豫剧院三团打造的又一部弘扬时
代主旋律，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俱佳的正能量力作。该剧由姚
金成、何中兴编剧，张平执导，赵
国安、汤其河作曲，河南豫剧院三
团团长贾文龙饰演焦裕禄，国家
一级演员蒿红伟、陈清华、李书
奇、陈秀兰、辛艾等联合主演。全
剧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歌颂

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权为民所
用 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高尚精神。

《焦裕禄》曾先后赴北京、湖
北、河北、新疆、成都等地演出，广
受好评。在该剧被确定为国家艺
术基金 2014 年度资助项目后，省
委宣传部、省直工委、省文化厅等
单位研究决定《焦裕禄》于 4 月 7
日至 5 月 20 日在山东、湖南、湖
北、江西、上海等七省（市）进行交
流巡演，全国共计演出 20 场次，
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该剧的市场推
广力和影响力。④4

豫剧《焦裕禄》
启动全国巡演

一等奖3名
寇洵 《你是一团燃烧的火》
陈旻道 《唐三彩——记文明河南》
栗德亮 《红旗渠叙事之任羊成们》

二等奖10名
耿永红 《焦裕禄，一朵入世之菊》
吴小妮 《黄河湿地》
王凌彬 《中》
翟国选 《弥留之际的呐喊》
朱墨 《老家河南》
艾敏 《我是河南人》
李新峰 《秋风辞》
杨倩 《祖母搬迁》
胡威 《桔色之暖》
周璐瑶 《游河南》

三等奖20名
高伟谦 《劳动者·号外》
张传奇 《再次抵达豫东平原》
赵洪亮 《老师，我呼唤那些温暖的名字》
廖春保 《你又给了我诗的灵感》
马道洲 《瞭望》
陈秀贤 《走近编外雷锋团》
查仕成 《太极拳》
张华 《献血者之歌》
阎俊合 《诗说李超廷》
李玉洋 《春天已经开始》
冯潇 《石大沟》

陈贞 《河南的脸》
王国正 《河南好人》
焦蕊莲 《赞施一公》
杨泽远 《面对焦裕禄的藤椅》
刘双隆 《我是一束阳光，在中原策马

纵横》
朱景伟 《向英雄敬礼——写在南水北

调通水之际》
苏宪权 《乡村的良心是温暖》
乔艳侠 《风雪里的向阳花》
高杰 《文明河南让中原更出彩》

优秀奖30名
李金辉 《两棵树》
张咏民 《我在河南等你》
郜泉州 《一诺千金的历史丰碑》
谢耘 《梦向河南，邂逅几许人物风流》
许星 《与洛阳有关的情结》
陈冰 《一位好人：马林君》
白浩天 《买车梦》
杜宇翔 《平凡英雄》
徐合民 《描绘河南美好明天》
路志宽 《梦中的河南田园老家》
耿琳 《梦中原，中原梦》
邵锦兰 《梦想花开》
雷衡山 《妈呀让我再看你一眼》
罗荣 《一个小人物的道德梦》
白淑贤 《绿色中原文明河南》
乐泰言 《冬至的水饺》
彭艳梅 《风清气正好扬帆》

戴月芳 《让爱跟你一起走》
雷瑛 《河南母亲》
林文钦 《古都之夜的后现代表情》
陶秉礼 《愿为你化身为土壤》
柳喜长 《河南我的大中原》
张良成 《落地生根》
贾旭磊 《河南教师用大爱诠释人生》
王振宇 《丹江水来了》
习中洋 《晨曦中那一抹剪影》
李人庆 《67 年的坚守》
梁春林 《壮哉大移民》
张志华 《一个安阳台胞的心声》
朱何停 《我家的老醋缸》

组织奖15名
郑州市委宣传部
开封市委宣传部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
安阳市委宣传部
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巩义市委宣传部
沁阳市委宣传部
省卫生计生委
省监狱管理局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
新乡医学院
信阳师院华锐学院
南阳师院宣传部
郑州轻工业学院团委

“践行价值观 诗颂文明河南”征文活动奖获名单

本报讯 （记者程 梁）4 月 1 日,由故宫博物院、中国
书法家协会、中国教育基金会、央视数字书画频道联合主
办的“张志和楷书展”，在军事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次展
览为期一周，主要展出其近年来精心创作的 230 幅楷书
作品，出版的 20 余种学术专著等，集中展示张志和 30 多
年来书法和学术的综合成就。

豫籍书法家张志和先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故
宫博物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作为启功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在当代书法家中以楷书著
称。他能够真正做到潜心学习和研究古代书法创作与书
法理论，同时又充分接受了启功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书法学
说，重视传统功力和学问修养，经过 30多年的临习磨练和
对文学的研究，以丰厚的学问、修养、阅历滋养书法，形成
了既能够充分体现其个人风格又具有时代精神的大气、刚
健，既生动又富有韵味的楷书书体。他的书法创作绝不是
简单地模仿某一家某一体，而是做到了融会贯通，自成一
家，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2003 年，经教育部审定，他
承担“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写字》（毛笔字，共
10 册）的编写工作，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连续出版，面向全
国中小学公开发行。独担重任，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
一人。这也奠定了他在书法艺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他
的书法作品曾应邀搭载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宇宙飞船，多
幅作品先后被外交部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政要，被人民大
会堂、中国美术馆等收藏。2010 年，他所创作并书写的

《中华颂》进入国家最高殿堂——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这
是进入金色展厅的唯一一幅书法巨作。

本次展出的主要作品还有张志和向中国教育基金会
捐赠的价值 1000 万元的 151 幅书法作品，其中包括巨幅
大楷书《道德经》以及他近年来精心创作的数十幅行书、
草书作品等。

此次规模宏大的书法展览，得到了广泛好评。著名
收藏家、画家吴悦石评价张志和的小楷写得典雅醇和，大
楷书则气势磅礴、如端人正士。中国书协原驻会副主席
赵长青评价说，张志和是真正的学者型书法家。他善于
写楷书，行草也好。他的书法符合书法的艺术规律，符合
大众审美要求，符合时代精神。也符合高层领导对书法
发展指出的方向。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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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月初
有 清 明 小 长 假 ，月 末 临 近“ 五
一”，4 月影市回暖。4 月 1 日，根
据河南奥斯卡院线提供的排片
表，本月有 21 部国产片和 5 部进
口大片与观众见面。

4 月 2 日有两部国产大片上
映。电影《咱们结婚吧》会聚了
高圆圆、郑恺、李晨、陈意涵、郭
碧婷等明星；吴京自导自演的纯
爷们特种兵大片《战狼》全面揭
秘现代战争的真实面目，如气象
作战、电子作战等依托于高科技
的战术博弈。

4 月 3 日两部香港电影比拼
实力。刘青云、黄晓明和方中信

联袂主演的悬疑片《暴疯语》被称
为本年度第一部“烧脑巨制”；吴
镇宇、任达华再聚首的警匪片《冲
锋车》力求重现曾经的港片经典。

四月中下旬将有一大批华
语大片与观众见面，4 月 17 日张
艾嘉时隔多年再执导筒的《念
念》深受影迷期待；4 月 16 日，伊
能静自导自演的《我是女王》讲
述一个关于女性觉醒的故事；4
月 24 日青春片《万物生长》将上
演，该片由李玉执导、范冰冰主
演、改编自冯唐的小说；4 月 30
日警匪巨制《赤道》上映，张学
友、张家辉、张震、余文乐、王学
圻、池珍熙等人加盟。

进口片方面，4 月 4 日，比利
时的动画片《魔法总动员》将和
观众见面；4 月 12 日上映的《速
度与激情 7》可以说是当月最热
门的进口大片；4 月 17 日，约翰
尼·德普主演的喜剧片《贵族大
盗》上映，“杰克船长”将化身现
代“逗比探长”来到上演疯狂寻
宝大冒险；4 月 24 日上映的《疯
狂外星人》成为竞争“五一”档的
唯一一部进口电影，作为打造过

《疯狂原始人》和《驯龙高手》的
团队，导演蒂姆·约翰逊对《疯狂
外星人》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延
续前两部作品票房、口碑双赢的
奇迹。④4

26部新片带热4月影市

（上接第十一版）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

观环境下，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商业可持

续的发展路径。“2015 年，邮储银行将结

合国家政策导向，大力推动‘政府增信、

组合担保’小微信贷模式。”吕家进表示。

截至 2014 年底，邮储银行已累计为

1200万户小微企业提供了超过 2万亿元

的融资支持，小微贷款余额达到 5574 亿

元，占全行各项贷款余额的 34.57%，户

均年贷款不足百万元，处同业最低水平，

远低于全国平均 280万元水平。

作为邮储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公

益项目，邮储银行自 2010 年起，连续五

年举办“创富大赛”。2014 年，更是将融

资支持向涉农产业和县域小微企业倾

斜，全面升级为“邮储银行青年涉农产

业创业创富大赛”，为城乡中小微企业

搭建起“资金支持、品牌传播、技术指

导、商业模式交流”四位一体的综合助

力平台。

发力社区居民服务
撬动住房金融

2014 年，邮储银行加大社区金融服

务力度，通过全国规模最大的通存通兑

网络，为城乡居民搭建起了资金往来的

绿色通道。邮储银行在继续做好代收

代发、公共缴费等服务的基础上，针对

全国不同地区代收代发工作特点，为老

龄用户、流动务工者等提供更加便捷的

服务。

截至 2014 年底，邮储银行为全国

9878 万人提供养老金代收代发服务，其

中 代 发 养 老 金 64374 万 笔 ，交 易 金 额

5870 多亿元。并做好“新农保”、医保等

代发代缴服务。

此外，邮储银行在住房金融服务方

面持续发力，加大住房消费类贷款的投

放力度，在贷款资源上给予重点倾斜，着

力解决人民群众购房难题，重点满足普

通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截至 2014 年底，

邮储银行累计发放住房贷款 5000 余亿

元，其中当年新增住房贷款近 1040 亿

元，笔均仅 36万元。

除了加大对住房金融的倾斜力度之

外，邮储银行还在积极探索盘活存量住

房贷款，提升房贷的投放能力。

2014 年 7 月 25 日，邮储银行在全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邮元 2014 年

第一期个人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试水

住房贷款资产证券化。该产品规模为

68.14 亿元，基础资产为 23680 笔个人住

房贷款，覆盖全国 12 个主要城市地区，

腾出信贷规模专项用于个人住房消费贷

款投放。

借力“互联网+”
升级农村金融服务

“互联网是一项技术，它会如同电的

发明一样将改变一个时代。”吕家进在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互联网+”是李克强总理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它的提

出意味着我国要通过互联网，对各行各

业进行融入、渗透甚至改造，从而提高全

行业的运行效率、管理水平以及竞争能

力。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当下，互联网

金融正在为不断满足广大城乡居民日益

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供新思路。“互联网

金融具有交易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服务

效率高等先天优势，与发展普惠金融高

度契合。”邮储银行副行长徐学明在发布

会上表示。

为此，邮储银行依托便利快捷的手

机终端，充分考虑客户特点，设计了一系

列手机银行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

需求。如利用微银行覆盖社交群体；通

过客户端涵盖智能和非智能手机客户；

推出便捷版，满足外来务工及县乡以下

客户群需要；借助万能卡覆盖偏远地区

及资金需求量大的群体等。除基础金融

服务外，邮储银行手机银行还提供商旅

服务以及手机充值、购买游戏点卡、电影

票等生活服务产品，更加贴近客户生活，

做到手机银行的全功能服务。

此外，邮储银行在移动金融方面，加

快与社交媒体的融合，逐步推出了微银

行系列产品，覆盖了微信、微博、易信以

及支付宝钱包等主流社交平台，成为国

内第一家提供微博银行和易信银行服务

的商业银行。

在移动支付领域，邮储银行推出了

NFC 移动支付服务，并逐步探索发展移

动展业，通过移动终端为客户办理各项

业务。目前，小额信贷移动展业功能已

在福建、河北成功试点，信贷员使用具有

高安全技术的 PAD 终端，做到贷前和贷

后的全流程管理，并将逐步实现“现场受

理、实时审批、当日签约、次日放款”。

实施绿色金融战略
建设美丽中国

建设绿色生态文明，关系百姓福祉

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金融资源配置

的重要主体，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主

动适应绿色发展的要求，积极实施绿色

金融战略，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吕家进

说。

因此，邮储银行将“绿色信贷”作为

支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举

措，从战略高度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通过

推行绿色信贷理念、完善绿色信贷政策、

强化信贷管理机制，加大对节能减排、低

碳环保以及传统产业绿色改造领域的金

融支持，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的绿色发

展。

截至 2014 年末，邮储银行绿色信贷

余额 548.82 亿元，比年初增长 150 亿元，

增长幅度达到 37.61%，减少消耗标准煤

277.71万吨，二氧化碳减排 666.51万吨。

李国华提出，“普惠金融理念，不仅

仅意味着只关注‘三农’和小微企业，也

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核

心领域。”

近年来，邮储银行坚持绿色信贷、支

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经营理念，对水电、核

电等绿色清洁能源领域企业以及交通运

输领域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信贷支持，贷

款余额占比超过 50%。通过设立项目组

为辽宁红沿河核电站、雅砻江流域水电

开发以及全国高速 ETC 联网项目提供

融资支持和资金结算等一揽子服务。并

全力支持绍兴中心城建、海宁城郊建设

投资公司等企业对于保障房的建设和旧

城改造工程，加快审批速度，确保资金及

时到位，项目顺利开工。

此外，邮储银行还加大公益活动的

参与力度，注重金融知识的普及性公益

宣传，先后开展了“普及金融知识万里

行”等活动。2014年，邮储银行共开展金

融知识普及活动 32000余次，发放宣传资

料 1137余万册，受惠群众近 2000万人。

据悉，2014 年，邮储银行多次荣获

“最具社会责任银行”、“最佳普惠金融机

构”、“最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银行”、“最

值得百姓信赖的银行”、“年度最具责任

感企业”等殊荣。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

华也凭借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的卓越

成绩，获得《银行家》杂志评选的“2014
年度十大金融人物”称号。

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表示：“邮储

银行将积极适应银行业的新常态，进一

步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践行普惠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承担大行责任，创造

社会效益，实现多方共赢，为实现伟大

‘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邮储银行：拓展普惠金融“新内涵” 履行社会责任“新高度”

4 月 1 日，由文化部国家艺术
基金管理中心主办、河南豫剧院
承办的“全国豫剧高级表演人才
培 训 班 ”在 中 原 文 化 艺 术 学 院

（筹）开班。
这是我省首次举办全国性的

豫剧培训班，而由地方戏曲团体
举办全国性的培训班在全国戏曲
界也是不多见的。

远方孩子要回家

“豫剧的根在河南，身在边疆
的豫剧演员就像在外漂泊的孩
子，今天终于回家了。家里真的
很温暖、很亲切。”来自新疆石河
子豫剧团的耿海棠激动地道出了
学员们的心声。

据了解，本届培训班吸引了
河南、新疆、河北、山东、山西等 6
个省、市、自治区的 33 名豫剧演
员。这些演员大多为中青年演
员，都是所在豫剧团的骨干。而
为了选拔出代表当地豫剧团参加
培训班的人才，许多豫剧团还进
行了全员考核。来自新疆建设兵
团豫剧团的青年演员张培培、毛
田方就是在团里通过层层考核，
以前两名的成绩前来学习的。张
培培说：“能够回到豫剧的家乡进
行一个月的学习，这样的机会全
团每个人都想要。我们回去后要
把所学、所感全部传给团里的同
事们。”

学员中除了国家二级、三级演
员外，还有国家一级演员。河南豫
剧院二团演员赵京兴奋地说：“这
个培训班太诱人，不能不来。”

大家名家齐登台

本届培训班之所以“诱人”，
看看授课教师的名字就明白了。
尚长荣、马金凤、薛殿杰、谢柏梁、
李树建、汪荃珍……全国戏曲界
的大家、名家将在一个月内陆续
登台授课，阵容可谓豪华。

据培训班班主任、河南豫剧
院一团导演陈国立介绍，学员们
不仅可以听到豫剧名家李树建、
汪荃珍，作曲家方可杰、耿玉卿，
剧作家姚金成的授课，还将聆听
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著名导
演黄在敏、著名舞美薛殿杰、戏曲
理论家谢伯梁主讲的与戏曲艺术
相关的课程，并与豫剧大师马金
凤进行对话、交流，跟随豫剧名家
贾廷聚、王希玲、常小玉、朱玉霜、
牛淑贤、王清芬学习豫剧程式，还
可以观摩豫剧《苏武牧羊》、《香魂
女》以及话剧《红旗渠》。

“本届培训班教学内容丰富、
艺术大师云集，是一次难得的学
习机会。目前还有很多演员要求
报名参加，说明培训班办到了演
员们的心里。”河南豫剧院党委书
记汪荃珍说。

目标远大雄心壮

此次培训班是被誉为“豫剧
航母”的河南豫剧院在全国豫剧
高级培训班系列工程上的首次试
水。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之一，文化部国家艺术基金管理
中心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资金支
持，以期河南豫剧院对全省乃至
全国的豫剧创作起到引领、示范、
研究和帮扶作用。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说：
“培训班是一座桥梁和平台，让全
国各地具有一定水准的豫剧演员
全面、系统地学习豫剧的理论、唱
腔、表演技巧、各个流派的特点，提
高艺术表演团体的业务水平，加强
全国豫剧院团的联系和交流，最终
实现全国豫剧的共同发展。”

据了解，河南豫剧院更大的
谋划还在后面。本届培训班结束
后，河南豫剧院还将举办“全国豫
剧院团长培训班”，提高院团领军
人的素质和能力，而全国编剧、导
演、音乐、舞美等各方面的高级培
训班也在筹划当中。④4

全国豫剧人
奔向大中原

首届全国豫剧高级表演人才培训班开班
□本报记者 刘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