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拜祖祖大大典典

2015年 4月 21日 星期二HENAN DAILY 3组版编辑 曹 萍要要 闻闻

“在‘互联网+’的时代里，如
何传承黄帝文化？”4 月 20 日，第
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中国
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
周开篇即抛出一个问题。

“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演
变当中，我们似乎察觉到一个重
要的逻辑概念，就是‘和’的思
想 ，这 是 一 种 开 放 、包 容 的 思
想。”范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乃
至 任 何 一 种 文 化 ，要 想 挺 立 潮

头、历久弥新，就必须要有“和”
的思想。他举例说，就像在过去
的古丝绸之路上，靺鞨人将“踏
锤舞”带到当时的帝都长安，与
大唐舞风融合之后，演变成为今
日的秧歌舞。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范周
强调，“和而不同”也正是古丝绸
之路文化的思想核心所在，即便
在今天的“一带一路”上，这种思
想都是贯穿其中的。

“一带一路”一端连着历史，
一端指向未来；一端系着中国，一

端通往世界。世界三分之二的人
口、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都在“一
带一路”上，范周认为，在这种新
形势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就要
以开放的心态、融合的业态来看
待“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传播，这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传播方式就是

“互联网+”。
黄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符号，在“互联网+”的时代里，如何
传承创新下去？这就需要找到适
合自己的更好的表达方式。范周
解释说，如今固定电话在消亡，传

真在消亡，他们正在被 QQ、被微信
圈代替，而且这个代替还不是到此
结束，新的交流方式还在不断出
现。在这种情况下，黄帝文化的传
播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论坛的演
讲上，还要衍生出许多“互联网+”
的传播途径。

范周说，任何一个时代，传统
文化都不会消亡，只是转化为另一
种方式在传播。只有胸怀“和”的思
想，主动去拥抱“互联网+”时代，才
能在“融合”中得以传承，获得创
新。③9

□本报记者 栾 姗

“黄帝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
富二代。他看到神农氏衰落了，
开始发展自己，种五谷、兴纺织、
创文字，这就是自强不息；他不追
求奢侈享乐的生活，希望能够惠
及百姓，这就是厚德载物。”4 月
20 日，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上，曾五次登上央视《百家讲坛》
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
教授蒙曼说：“黄帝是君子的代
表。黄帝精神，也是中国人的君

子之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蒙曼
认为，这句话还有更深层次的含
义，就是自强不息是挖掘你的内
力，厚德载物是考验你的容量，其
实就相当于君子两方面的品行。
也就是说，君子应该具有释放自
己能量的潜力和包容他人能量的
胸襟。

蒙曼说，放在当今的社会里，
如果把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拆分
开来，其实讲的就是两件事，第一

怎么待人，第二怎么接物。在最平
常的事情中，才能显示出一个人人
格的伟大。就像黄帝一样，神和人
都愿意归附到他的体制之下，靠的
是什么？一是他礼贤下士，二是他
不耻下问，以后中国所有圣明的君
主都沿着这条道路走。

“我们到这儿来祭拜黄帝，到
底要干什么？”蒙曼认为，黄帝是
我们的岸，回头是岸，抬头应该也
要看到岸，人要往前走，就一定要
不忘初心、方能得始终。用中国
古人的话讲，叫作“慎终追远，明

德归厚”，是为了给行为找到方
向。

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处理呢？蒙曼说，君子的德性应该
像风一样，指引着方向；小人的品
性就像草一样，追随着风的方向。
当然，君子不是要独善其身的，自
强不息也好，厚德载物也好，君子
绝对不是把自己管理好就可以
了。正所谓：“己欲利而利人，己欲
达而达人。”君子要成人之美，要帮
助别人树立，要帮助别人到达，要
帮助别人明了方向。③6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4 月
20 日，郑州警方发布消息，警方
抽调特警、交警、武警、消防官兵、
派出所民警等 3200 名警力，确保
拜祖大典活动期间省会社会治安
大局稳定、交通秩序良好。

此次拜祖大典活动郑州警
方设立了反恐、消防安全、交通
安全、警卫安全、出入境安保、
反 扒 窃 安 保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处
置等 15 个小组，定人定岗定责，

严格落实责任制，全力以赴做好
各项安保工作。

活动期间，警方根据拜祖大
典的主要活动安排，安排民警做
好拜祖大典系列活动现场以及
停车场、公交车站、大型商场、贵
宾驻地的安保工作；特警、武警
全副武装，在拜祖大典中心现场
附近进行备勤，随时处置各类突
发事件；交警全力做好交通疏导
和保通工作。③7

拥抱“互联网+”在融合中传承
——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

黄帝精神是中国君子之道
——访著名历史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蒙曼

□本报记者 栾 姗

三千警力护航拜祖大典

本报讯（记者王晓欣）4月 20
日，由郑州市文联出品、郑州市电
影电视家协会等联合摄制的微电
影《回家》在轩辕黄帝故里新郑开
机，这部微电影是向乙未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献礼的影片。

《回家》讲述了一个关于故乡
和亲情的故事，通过片中人物过
去和现在生活场景的转换，显示
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影
片的主人公将同海内外的炎黄儿
女代表一起伴随着肃穆的音乐在
黄帝像前鞠下深深一躬，这感人

的一幕将忠实地记录在《回家》
里，将剧情推向高潮。

《回家》由河南籍演员、导演
修庆执导。

“三月三，拜轩辕”。在新郑黄
帝故里公拜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大典，肇始春秋，绵延至
今。修庆说：“《回家》通过一个发
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小故事，传达了
炎黄儿女对祖先的缅怀，表达了对
实现中国梦、世界梦的美好祝愿。”

该片将用一个星期左右拍
完，时长约 20 分钟。④4

本报讯（记者刘 洋）4 月
20 日晚，由郑州歌舞剧院打造
的大型舞剧《风中少林》在河
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
了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河南省精品剧目展演周”的
序幕。

《风中少林》以“禅、武、
医”等中国历史文化典型代表
为内核，将舞蹈与武术、现代
元素与传统故事、世界流行艺
术形式与中原地域文化特色

完美结合，讲述了一名少林武
僧的传奇故事，是一出包蕴东
方隐忍之美的爱情悲剧。《风
中少林》融武术、艺术、宗教、
爱情等于一体，是一部具有浓
郁中原地方特色的大型原创
舞剧。

该剧由著名舞蹈理论家
冯双白担纲编剧，导演由济南
军区著名舞蹈编导张弋、刘小
荷担任，主创团队名家荟萃。
该剧自 2004 年 10 月首演以来

在全球巡演超过 300 场，票房
收入数千万元，先后获得“荷花
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
奖以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十大精品剧目”等多项国家级
大奖。

据了解，此次展演周将持
续至 4 月 24 日，豫剧《苏武牧
羊》、交响合唱《木兰诗篇》、话
剧《红旗渠》、豫剧《香魂女》将
在省人民会堂和河南艺术中
心大剧院陆续上演。③7

本报讯（记者宋 敏）4月20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喜中在郑
州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第九届中
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
以色列耐特菲姆公司亚太区总裁
艾伦·塔其托一行、泰国驻华大使
馆商务公使庄派吉一行、亚洲国际
贸易投资商会顾问萨尼·翁拉坂亚
一行及国际华侨华商投资考察团
的客人。

段喜中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说，河南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交通发达，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
区域。随着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
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河南已成
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极具吸引
力的投资热土。段喜中希望客人能
通过此次投洽会进一步了解河南，
积极抓住河南发展的大好机遇，到
河南投资兴业，实现合作双赢。河
南省政府愿意为双方的合作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

嘉宾表示，河南近年来的发展
形势让人鼓舞，进一步增强了投资
河南的信心。他们愿意进一步加强
与河南的沟通交流，推动与河南的
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③7

本报讯 （记者郭 戈）4 月 20
日，副省长张广智在郑州分别会见
了前来参加第九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日本驻华大使馆
公使高岛龙祐一行，马来西亚海南
会馆副总会长、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名誉会长林秋雅一行，骆驼集团董
事、副总裁路明占一行，浙江新湖

（控股）集团党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邹丽华一行，以及广东高科技产业
商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理宗一行。

张广智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南省
情。他说，当前，河南经济发展潜
力不断释放，经济结构继续优化，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综合实力不断
增强，希望大家在河南多走走、多
看看，在河南投资兴业，促进河南
与世界各地在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更高水平上进行交流合作。

参会嘉宾纷纷表示，很高兴能
参加本届投洽会，希望今后能在经
贸、文化等方面加强与河南的交流
合作。③7

本报讯（记者徐东坡）4 月 20
日，副省长李亚在郑州会见了部分

参加第九届中国（河南）国际贸易投
资洽谈会的代表团，包括塔吉克斯
坦驻华大使阿利莫夫·拉希德·古特
比金诺维奇一行，捷克南波希米亚
州副州长亚罗米尔·斯里瓦一行，俄
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副州长马尔科洛
夫·康斯坦丁·阿列克谢维奇一行，
菲律宾光华集团董事长、世黄总商
会会长黄明顶一行，戴德梁行亚太
区董事局主席暨大中华区行政总裁
张国正一行。

李亚说，近年来，河南加快实施
三大国家战略规划，在全国的地位
进一步提升。中央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为河南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河南积极扩大对外开放，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赢得了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省政府十分重视并积极
推动与各州和企业的务实合作，愿
意与各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

来访客人均表示，作为中国
中部的重要省份，快速发展的河
南拥有无限机遇，他们愿意与河
南的政府和企业加强合作，推动
各合作项目加快落实，在合作中
实现共赢。③6

本报讯（记者谭 勇）4月 20日
下午，副省长张维宁在郑州会见了
前来参加第九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的嘉宾。

张维宁分别会见了广州海格通
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海洲
一行、普洛斯中国投资公司副总裁
郑光斌一行、美国空气产品公司中
国区副总裁冯燕一行、深港澳 IT企
业代表团、中国低碳产业代表团和
台湾商协会团组。

张维宁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人口大省、重
要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和新兴工
业大省以及有影响的文化大省。河
南区位优势明显，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河南正在加快实施粮食生产
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
划，希望嘉宾们在河南多走走、多看
看，多到河南来投资兴业。

嘉宾们对张维宁的会见表示感
谢。他们纷纷表示，河南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为外来客商创造了良好
的投资环境，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今后将更加密切与河南的合作，携
手共创河南更加美好的明天。③6

省领导分晤投洽会客人

微电影《回家》新郑开机

舞剧《风中少林》
揭幕“河南省精品剧目展演周”

著名历史学者 蒙曼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
研究院院长 范周

舞 剧《风
中少林》演出
剧照。
本报资料照片

（上接第一版）上书“向习近平主席
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巴中友谊万
岁”、“巴中友谊万古长青”、“巴中
是铁哥们儿”。

习近平向兄弟的巴基斯坦人民
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习近平
指出，中巴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源远
流长。建交以来，中巴建立了全天
候友谊，开展了全方位合作，给两国
人民带来切实利益，促进了地区和
平、稳定、发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巴基
斯坦是我今年首次出访的第一站。

我热切期待着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
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就双边关系及
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巩固
中巴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各领域务
实合作，推动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迈上新台阶，充实中巴命运共同
体内涵，为中国同周边国家建设命
运共同体发挥示范作用。

巴基斯坦是习近平这次出访
的第一站。之后，习近平还将赴印
度尼西亚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
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

本报讯（记者马禄祯 通讯员
时 达）4 月 20 日下午，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和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共建 2×1000MW 高效超超临界燃
煤机组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郑州
举行。这标志着平煤神马集团又
一煤电一体化项目开始实施。

根据双方协议，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共同出
资 70多亿元，投资兴建 2×1000MW
高效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其中，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持股 45%。该项
目每年可消耗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电煤 500 万吨，占到该集团目前电
煤总量的五分之一，有望于 2018
年投入运行。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一家以

煤炭、化工为主营业务的特大型能
源化工企业，是河南省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双千亿”企业之一，拥有
煤炭产能 6000 万吨，是国内品种
最全的炼焦煤、动力煤生产基地。

中电国际公司是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的旗舰公司，主要业务是开
发、建设、经营和管理大型发电厂，具
有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平顶山境内
的姚孟发电公司为其子公司。

双方商定，2×1000MW 高效超
超临界燃煤机组项目将采用目前
国际先进的燃煤烟气处理技术，排
放指标达到燃气发电的排放标准，
属超洁净排放。

该项目是平煤神马集团迄今
为止最大的煤电一体化项目。③6

平煤神马携中电国际
共建超洁净燃煤电厂
该发电机组为 2×1000MW，年耗电煤 500 万吨

本报讯 （记者刘 洋）4 月 20
日，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海
内外华人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
在省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联、郑州市政协、郑州市委宣传
部主办，省美协、省书协、郑州市
文联、荆浩艺术研究院承办。展
览共展出 128 幅书画作品，作者
既有国内知名书画家，又有海外
华人、华侨书画家。中国国民党
荣誉主席连战先生、荣誉副主席

蒋孝严先生为书画展题词。
以书画形式展现黄帝文化、

根文化，丰富了大典的内涵是近
年拜祖大典的新特色。这次展出
的艺术作品以轩辕文化为主，歌
颂黄帝故里，弘扬民族文化，以和
平和睦和谐来表达华夏儿女对世
界和平的祝福。参展作品不仅有
对传统的继承，还有东方与西方
的融会创新，促进了世界各地华
人华侨的团结和向心力、凝聚力，
以及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④4

“海内外华人书画名家
作品邀请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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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用焦裕禄精神、红旗
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等教育广大
干部，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
力量。同时，充分利用革命传统资
源丰富的优势，着力构建加强党员
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的平台和阵地，在促进党员
干部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表
示，河南将以这次体验式教学为契

机，认真学习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
培训经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
组织和人才保障。

据悉，参加此次教学活动的
98 名学员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部
分省区市和国有企业，将分别在红
旗渠干部学院、焦裕禄干部学院开
展体验式教学活动。③6

（上接第一版）各省辖市将加快地
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建设，结合新
区建设、旧城区改造、道路新（改、
扩）建，在重要地段和管线密集区
规划建设综合管廊。今年 12 个没
有管道供气的县（市）将全部实现
管道供气，全省实现管道燃气“县
县通”目标。此外，今年全省城市
将全部建成污泥集中处理设施。

“疏”“堵”结合围绕“水”字做
文章，也是今年我省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内容。我省将变过去
的“以排为主”为现在的“排蓄并
举”，重点解决城市排水问题，扎实
推进以国家海绵型城市鹤壁市为
重点的试点项目建设。针对个别
城市内涝“顽疾”，通过加强城市排
水防涝设施建设，今年实现消除

50%以上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
烈的重大积水内涝部位。在节水
方面，积极推动安阳、新乡、濮阳、
商丘、周口、登封、巩义等缺水城市
创建节水型城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最大的瓶
颈是资金。为破解资金难题，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积极改变过
去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城市融资

平 台 进 行 社 会 和 银 行 融 资 的 模
式，在全省大力推进 PPP 融资建设
模式，实现政府融资、公共服务供
给 、民 间 资 本 准 入 的 三 方 共 赢 。
今年，省政府计划确定 100 个 PPP
项目，第一批总投资 805 亿元的 29
个 PPP 项目中，市政公用领域就占
16 个。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初步梳

理 2015 年全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2200 多个，全省全年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计划完成 2400 亿元，
同比增长 10%左右。“时代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促使人民群众对
城市幸福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对
城市人居环境有了新的期待。市
民渴望出行便利，交通顺畅，雨天
无积水，环境不污染，公园建到自
己家门口，河水清澈见底。”裴志
扬说。“随着全省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群众的渴望将逐渐
变为现实。”③9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再添大手笔

习近平访巴昨抵伊斯兰堡

中央党校研修班来豫
开展体验式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