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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龙潭大峡谷景区的
旅游单一性格局，充实新安旅游
的游览活动内容，丰富整体旅游，
公司决定于 2013年底开发建设荆
紫仙山景区，并成功于 2014 年 4
月 2日正式开园。荆紫仙山景区
的开发，和龙潭大峡谷景区组成
了精品两日游线路，形成了“一山
一峡一湖”的完美景观线路组合。

荆紫仙山景区，也位于新安
县石井镇境内，距龙潭大峡谷景
区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荆紫仙
山四周群山耸峙，其主峰天坛峰
海拔 829 米，北临黄河，壁立万
仞，是观赏黄河小浪底水库两岸
风光的绝佳景点，是大黄河旅游
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一处集
道教文化、观光游览、生态休闲、
度假疗养、户外运动、文化研修为
一体的综合型景区。

荆紫仙山雄险巍峨，山势陡
峭，孤峰独秀，山势沿黄河南岸东
西走向、干支错综，东边与始祖山
相望，西边与黛眉山为邻，南边与
崤山余脉交会，北边隔河与王屋

山对峙，峰峦参差，青山叠翠，诗
云“借来太华中峰秀，压住黄河两
岸低”，是荆紫仙山雄伟气势的形
象写照。

登上山顶，极目四周，可目穷
千里，豫西、晋南，苍山如海，滚滚
黄河如长龙巨蟒，由万山丛中狂
奔而来，旋又盘谷穿峡翻腾而去，
足使人胸怀豁明，豪情倍增；再听
山下松涛与河涛交汇，令人心旷
神怡。峰峦绝壁间岚霭蒸腾，呈

“晴岚围翠”之状，古人有诗赞曰：
“霞影园笼晴树色，黛痕青染暮山
秋。俗尘半点飞难到，瑞雾千层
艳浴流。”又有：“淡烟束山腰，薄
雾冒山顶。枕石卧松阴，野风吹
不醒。”这可为“荆紫生岚”的真实
写照。

景区还有九龙戏水、石屏叠
翠、荆山红叶、关郎春晴、阆苑牡
丹、牧马古地、桃园春色七大景，
与“荆紫生岚”并称八大景；还有
礼斗天坛、奠圣险崖、薰池穴居、
山神望月、天门通衢、金台观日、
水洞仙迹、登天云路小八景，景区

景色如图如画，秀美、壮丽，令人
叫绝！

每年的早春二月花开时节，
荆紫仙山十里桃花竞相开放，粉
红的桃花漫山遍野，香气扑鼻，令
人陶醉。凡来此处赏过桃花的
人，无不惊艳于她的娇美，无不为
之倾倒。桃花烂漫如霞，置身花
海之中，沐浴着花香，竟能体验出

《桃花源记》描写的那种妙不可言
的况味。

赶紧收拾行囊，出游吧！古
海奇峡，黄河仙山，让你彻底惊叹
于山的神奇、水的缠绵，将烦躁、
沉闷的心情放飞在山水高峡间，
她们给予你的将不仅仅是惊喜，
还有更多对人生的感悟……荆紫——俯瞰黄河

荆紫生岚

荆紫仙山——桃花

洛阳龙潭大峡谷景区
位于洛阳新安县北部，是
国家 5A 级景区、世界地质
公园，是一条以典型的红
岩嶂谷群地质地貌景观为
主的峡谷景区。景区内关
峡相望，潭瀑珠帘，壁立万
仞，峡秀谷幽，经过 12亿年
的地质沉积和 260 万年的
水流切割旋蚀所形成的高
峡瓮谷、山崩地裂奇观，堪
称“世界一绝，人间少有”；
享有“中国嶂谷第一峡”、

“古海洋天然博物馆”、“峡
谷 绝 品 ”和“ 黄 河 山 水 画
廊”等美名。

景区的六大自然谜团
（水往高处流、佛光罗汉崖、
巨人指纹、石上天书、蝴蝶
泉、仙人足迹）、七大幽潭瀑
布（五龙潭、龙涎潭、青龙
潭、黑龙潭、卧龙潭、阴阳
潭、芦苇潭）、八大自然奇观

（绝世天碑、石上春秋、石龛
瓮谷、波纹巨石、山崩地裂、
通灵巷谷、喜鹊迎宾、银链
挂天）令人惊叹不已，流连
忘返。红岩绝壁，飞瀑幽
潭，奇石绿荫，组成世界上
罕见的山水画廊。

龙潭大峡谷景区 2005
年开发建设，当年被评定
为国家地质公园；2006年 9
月被评定为“世界地质公

园”；2007 年 9 月顺利通过
国家旅游局 4A 级景区验
收；2009 年 12 月被全国科
学协会评定为“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2013 年 1 月被
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 5A
级景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地质公园评审专
家两次盛赞龙潭大峡谷景
区是“世界上最美的峡谷”
和“全世界人人都该来的
地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出中国最美的 40个景点
之一，龙潭大峡谷景区是
河南唯一入选的景区。

12 亿年的约定，12 亿
年的等待，只为邀请您的
到来！峡谷风光

幽峡漫步 游人如织 天碑

黄河仙山，休闲圣境——荆紫仙山穿越黄河裂谷，探秘古海奇观——龙潭大峡谷

龙潭大峡谷携手荆紫仙山景区喜迎八方游客
人间四月天，春风微拂面。

春暖花开，花草树木长新芽，山在花草掩映下也多了几分娇媚和灵气，何不趁这

美好时节郊游呢？

景区热线：0379-67134180/182 景区地址：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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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
的重要载体。推进职业院校民族
文化传承与创新，有利于促进教育
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提高职业
院校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
人文素养和技术技能；有助于加强
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和内涵发展，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
量；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适应产业发展要求，提高相关人才
技术技能水平，做大做强民族文化
及其相关产业。

——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
委《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
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

4 月 21 日下午，“寻根溯源迎
回扎染艺术、弘扬光大中原传统文
化，朱辛伟老师拜师仪式”在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实训楼扎染工作室
举行。仪式上，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顾文明向扎染艺术大师朱辛
伟颁发特聘教授聘书。该院轻工
系青年教师马艳波、张雨、甄珠和
纪瑞婷正式拜朱辛伟大师为师。

作为一所地方高职院校，近年
来，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教育
教学改革、校企合作、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充
分发挥高职院校的服务功能，把“授
业”与“育人”有效结合，推动优秀民
族文化传承与创新融入教育全过
程。结合专业建设，围绕扎染、农民
画、剪纸艺术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模
式改革，建立大师专业工作室，推行
新学徒制，通过产品开发提升专业质
量，实现作业变作品，作品变产品的
转化，促进了专业建设和人文素质教
育的提升。

发挥高职院校服务功
能,传承发展优秀民族文化

2013年 8月 19日，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
软实力”。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建校以来，不
仅致力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也以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为己
任，积极挖掘、整理和传承人民群众
喜爱、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民间艺术，
在扎染、舞阳农民画、多层套色剪纸
等艺术形式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扎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国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有着
悠久历史，起源于中原地区，兴盛于

盛唐，民间称中州扎染。近几年，学
院服装专业教师醉心于扎染艺术的
继承和发展，在开设扎染课程的同
时，积极培育大学生扎染创业项目，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项目2014年
4月获得了漯河市巾帼创业项目、省
教育厅大学生创业优秀项目。为了
积极推进扎染工作室的发展，2014年
10月该院轻工系及扎染工作室负责
人走访了纺织及印染行业发达的浙
江杭州地区，结识了中国美术学院的
朱辛伟老师。朱辛伟从事扎染艺术
研究多年，对扎染艺术有着深厚的造
诣，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美术馆举
办个人扎染作品展，作品被中国美术
馆等艺术馆收藏，同时他高尚的艺术
人格和对于扎染艺术的挚爱深深感
染着漯河职院的老师。为传承这一
优秀的民族瑰宝，把扎染艺术重新唤
回中原大地，在各方努力下，朱辛伟
老师在2015年初走进漯河职院扎染
工作室，并选拔四位青年专业教师跟
其学习扎染技艺。为做好扎染艺术
的传承发展，该学院除了全力支持大
师工作室建设外，还将进一步做好国
内外扎染实物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
理，开展扎染历史文化发展的研究，
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创新扎染工艺，
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河南省舞阳县以农民画独特的
风格闻声海内外，被国家文化部命名
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绘画）。舞阳
农民画被列入河南省首批“民间文化
遗产抢救工程”保护名录，是首批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文化产

品。舞阳农民画起源于上世纪50年
代于70年代后期逐步趋向成熟，她充
分发掘了乡土气息和人的原初性质
朴、天真和生命力、承袭了古老的民
间传统艺术基因，同时又吸收现代绘
画的一些技巧，农民画作为新的画种
为世人所接受。舞阳农民画是漯河
市的汉族民俗绘画艺术，她集中原汉
民族美术之大成，在表现内容上极其
丰富，传说、故事、民俗、节庆、庙会、农
村生活等都是其创作的主题，可以称
得上是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为学
习、研究，弘扬、传承舞阳农民画，漯
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师生走
进舞阳，深入舞阳农民画发源地学
习，拜访名师，邀请农民画画家到校
研讨交流。为进一步传承这一民间
文化遗产，使农民画登上大雅之堂，
该院专门在艺术设计系建立了“舞阳
农民画工作室”，由毕业于河南大学
美术系的专业教师、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邢真真负责，聘请舞阳农民画
大师经常到校指导。

剪纸是一项古老的文化传统艺
术，多层套色剪纸是在继承传统剪纸
艺术基础上的创新。剪纸工作室由
被媒体称“全国最年轻的剪纸艺术
家”、“全国年轻剪纸新秀、“两岸三地
最年轻的剪纸艺术家”陈明杰创办。
陈明杰从2005年开始钻研现代剪纸
写实套色剪纸技法，首创以不同的颜
色及层次将剪纸立体化，通过颜色的
对比和强烈的层次感，以写实的形式
带出了摄影效果，令剪纸更具写实
感、凹凸感。他的作品和剪纸艺术形

式获得不少国内艺术届知名人士的
高度评价和赞赏，代表作有《清明上
河图》、《富春山居图》、《大国总理》等
剪纸艺术作品。在国内剪纸大赛中
屡获殊荣，其中国家级 2项，省级 7
项，市级 23项，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
人剪纸艺术展，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
观者。在学院的大力支持下，2014年
8月，陈明杰“写实套色剪纸工作室”
成立，通过培养剪纸艺术人才，将源
远流长的民间艺术文化得以传承和
发扬光大。在陈明杰的直接指导下，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剪纸艺术工作室
自建立以来，每月定期开展传统剪纸
文化知识讲座，组织学生学习剪纸技
法，每学期定期在校园内举办作品
展。同时以师带徒的教学模式，带领
学生进行现代剪纸技法研发和现代
剪纸主题创作，既丰富了第二课堂，
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以项目建设带动专业
发展，培育特色品牌专业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项目
建设带动专业发展，培育特色品牌专
业”。一是积极推进课程体系改革，
开设特色课程。贴近岗位实际和工
作过程，更新课程内容、调整课程结
构，推进相关专业课程改革。例如，
服装设计专业围绕扎染项目，开设扎
染特色课程，例如开设“扎染市场开
发”、“企业管理”、“扎染营销策略”
等。二是深化教学改革，探索教学新
模式。近年来，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积
极推进以“理实一体、学做合一、项目
导向、任务驱动”为核心的教学模式
改革。实施“专业工作室制”、“现代
学徒制”等教学新模式。按照行业、
企业职业岗位需求，在教、学、做的过
程中，围绕校内专业工作室开展教
学，通过典型项目产品，分不同单元
具体的实训项目任务，将课程必须掌
握的知识、技能融汇到专题设计项目
中，实现知识与技能一体化，以项目
驱动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三是促进教师业务全面提
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工作室和
项目建设过程中，一些专业教师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受到专业技能
强化培训，有的直接参与项目建设，

业务能力得到提升。例如，近几年，
学院利用暑假开展“全院教师素质能
力提升培训”邀请国内知名职业教育
专家姜大源、雷正光、王宪成、曹勇
安、马庆发等到校讲学。艺术设计系
教师参与艺术馆改造、专业工作室和
艺术创意园建设，充分发挥专业特
长，在学中干，在干中学，理论与实践
得到很好的结合，为指导学生实践技
能的培养打下很好的基础。教师在
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紧跟时代进
步，把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有机融入
到传统特色专业的教学中，继承传统
而不拘泥于传统，大胆创新设计。

开发艺术产品市场，打
造文化消费品牌

产品开发提升专业质量，让专
业接受市场的检验。漯河职业技术
学院始终坚持“产学研”相结合的办
学之路，主动对接社会需求，积极开
发艺术产品和市场。通过对课程体
系的优化及教学内容的项目化改
造、产品的项目教学实施，学生在校
期间能够利用校内外实训场所，进
行真题实做，完成相应的产品设计
制作任务，达到设计制作成果向产
品、商品的转化。

通过实际产品开发，进一步检验
专业建设成效。2014年 12月，受目
前国内最大的丝绸面料生产企业达
利集团之约，轻工系服装设计专业扎
染工作室为公司设计了丝绸扎染床
品面料及款式，受到公司设计部的好
评，并希望继续深化合作，设计出更
多更好的扎染作品。艺术设计系提
出了“作业变作品，作品变产品”的教
学模式，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完成技
能培训任务，促进专业技能的培养和
职业素质的提升。

产品市场开发，更好地传承民
族文化。该院注重与企业和相关机
构建立合作关系，在订单培养人才、
共建实训基地、合作研发项目、合作
培养师资和推进教改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通过承接实体项目，将扎
染、舞阳农民画、剪纸、陶艺等作品制
作成公务馈赠礼品，为企业设计制
作富有文化特色的景观雕塑、文化
创意礼品、商务礼品，不断开拓文化

艺术市场。例如，师生创作的舞阳
农民画、书法作品被学院和校外其
他组织机构收藏，有的作为公务活
动礼品赠送。雕塑陶艺工作室雕塑
陶艺工作室是该院艺术设计系根据
专业特点，结合项目实践实训需求，
成立的以校内实训教学为主、承接
社会装饰装修工程为目的的工作
室。由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漯
河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学院环境
艺术教研室专业教师张可松负责。
在校内承接有：艺术设计系板房内
外设计与装修施工，轻工系教学环
境及特色工作室整体设计与施工；
在校外承接有：临颍县哆来咪幼儿
园大门造型及环境设计施工；舞阳
县博文幼教集团环境整体设计与施
工；河南省第二特殊教育学校办公
环境景观设计与施工；漯河消防支
队荣誉室浮雕设计与施工；漯河历
史文化广场景观浮雕设计与施工；
漯河戏曲广场景观雕塑设计；漯河
心意六合拳传承基地景观雕塑设

计；河南富平春酒业有限公司景观
壁画设计；双汇集团成立 30周年雕
塑纪念品设计；豫中宏源包装有限
公司陶瓷礼品设计与烧制；河南流碧
教育集团陶瓷礼品设计与烧制；漯河
市青少年陶艺培训教学项目。

通过创作高层次的艺术作品，推
动专业产业发展。组织参加一些知
名的艺术作品展、艺术设计展，提升
扎染、农民画、剪纸等传统文化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利用现代科技教育
手段，引领学生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
时尚元素相结合，在民族民间手工艺
品的选择、创意、设计和表现手法、制
作工艺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提高
工艺品技艺和制作水平，推动传统民
族民间手工艺品传承与创新。

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技术教育
的新形势下，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在承
担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
服务的同时，依靠丰富的民族文化艺
术资源，不断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做
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引领专业的建设
与发展。今后学院将围绕办学目标，
进一步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践行

“理实一体、学做合一、项目导向、任
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深化校企合作
育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为传承创新优秀民族文化，加快
推进中原经济区和“四个河南”建设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传承优秀民族文化 打造高职教育品牌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顾文明向朱辛伟大师颁发聘书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顾文明向朱辛伟大师颁发聘书

学生在制作扎染作品

学生在剪纸工作室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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