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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0月 9日，孟州市河雍街道东田丈村

村委会大院里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办重
阳节孝心饺子宴暨好婆婆、好媳妇、文明家
庭表彰大会。会上，13名好媳妇、10名好
婆婆受到表彰，村里70岁以上老人每人还
收到了自己的节日礼物——5公斤鸡蛋。

“重阳饺子宴只是俺村开展‘和睦家
园’建设行动的一部分。今后，俺村还要
利用‘和睦家园’大讲堂，大力弘扬传统文
化，凝聚人心，为民谋福，在村里掀起一场

‘和’风暴。”东田丈村党支部书记花明奇
激动地说。

富了口袋
空了脑袋

说起东田丈村，还真是一个颇具传奇
色彩的村子。多年以来，这个有着 1000
多口人的村，没有主导产业、缺乏致富门
路，还欠下外债二三十万元，可谓既穷又
乱，谁见谁愁。

2005年，花明奇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在他的带领下，东田丈村实现了“三级跳”。

2006年开建30个日光温室，推广“三
瓜套种”，同时组建孟香果蔬专业合作社；
2007年又建成大棚30座，“合作社+农户”
的运作模式初步形成，这是“一级跳”。

从2008年至 2010年，以东田丈村为

中心，以合作社为核心，建成日光温室和
大棚近 300 座，同时还投资建设了 3000
多平方米的果蔬交易市场，产品打入全国
各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这是“二级跳”。

2008年，花明奇当选为该村党支部书
记。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
四处考察研究，最终敲定了种植大棚反季
节水果的转型之路，目前东田丈村已发展
种植大棚桃1500余亩，实现了“三级跳”。

“今年棚桃平均价格 12 元左右，每
座大棚收入可达 8万元左右。村民为自
己打工，干劲很大，在自己家门口同样可
以挣到高工资。”花明奇爽朗地笑着说，
10 年间，村民年人均收入由 4000 元提
升到 1.5万余元。

然而，甩掉贫困帽的东田丈村民，口
袋富了起来，但村里时常出现的邻里纠
纷、家庭不和、诚信不足、对老人不孝、赌
博斗殴等现象就显得越来越不协调。既
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如何有效解决村
民们“精神缺钙”的难题，摆在了村“两
委”面前。

学习传统文化
治疗“精神缺钙”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连孝顺父母都做
不到，就更谈不上遵德守礼了。花明奇意
识到，村民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但精神世
界却越来越迷茫，精神家园失守严重。

今年3月31日，孟州市“和睦家园”建

设行动拉开序幕后，孟州市委宣传部组织
人员到长沙、信阳等地学习传统文化。通
过学习，花明奇茅塞顿开：以弘扬传统文
化为载体，让村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
造内和外顺的和睦家园，不正是治疗“精
神缺钙”的一剂良方吗？

为解决当前村民存在的信仰模糊、精
神失缺、诚信不足、教育缺位等问题，东田
丈村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时间节点，制定
了“三类”指导、“四步”推进的工作方针。

对中老年人，每周一晚8点到10点，在
“和睦家园”大讲堂展开传统文化讲座，学
习传统文化、村规民约，进行思想赶集；对
年轻人，成立“东田丈正能量微信群”，动员
全村近200名年轻人进群，每天分享工作
和创业心得、好人好事，发布身边正能量事
迹，鼓励年轻人互帮互助；对小学生，村集
体拿出15万元，在村里举办“孝亲感恩”公
益夏令营，邀请国内优秀传统文化培训团
队，为全村及周边42名小学生授课培训。

与此同时，“四步走”战略也有条不紊
地实施。第一步，成立“和睦家园”领导小
组，村委会投资建立“和睦家园”大讲堂，
每周在讲堂内播放传统文化视频，打造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阵地，营造互帮互信
互爱、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第二步，集中
村里德高望重的乡贤，共同制定《村民公
约》《文明公约》《家庭守则》等村民行动规
范，人手一册，宣传入户；第三步，成立志
愿者服务队，义务清扫卫生，在中华传统
节日开展“关爱老人”活动；第四步，用3—

5年时间，在全村形成淳朴向上的民风，尊
孝尚俭的淳朴家风，友善守望的邻里美
德，仁义守信的文明村风，将东田丈村打
造成孟州市“和睦家园”建设行动示范村
和中华孝心示范村。

正人心 美风俗
探索成风化人样本

“什么是幸福？‘幸’字，上面是个土，
下面是个钱，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的
是德，在家庭中代表的是老人，把德行修
养好，把老人孝顺好，钱财自然来！”花明
奇笑着对记者说。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魂”，就
割断了精神命脉。10月 25日，记者在东
田丈村采访时看到，村容村貌整洁干净
了，村民相处更加和谐了，上访案件没有
了，子女更加孝顺老人了……

“以优秀传统文化，‘正人心、美风
俗’，解决好当前村里存在的一些问题。”
花明奇说，探索传统文化成风化人的样
本，一个家庭要“家和万事兴”，与人相处
要“和以处众”，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
和外顺”，做生意要“和气生财”。

“全市人民只有把所在集体作为一
个家，把孟州作为一个大家庭，才能打造
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
顺的‘和睦家园’。”孟州市委书记李英杰
说。 题图摄影 王秋生

孟州市：

“和睦家园”探索成风化人样本

近日，温县举行太极拳“六进”活动大赛，当地59支
代表队1300名运动员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集体套路比赛，
展示当地太极拳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机关、
进军营活动成果。目前，该县太极拳练习者已达10万余
人，占当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徐宏星 摄影报道

10月 25日上午,孟州市供电公司出动10余名精兵
强将,加紧对该市水利局台区进行迁移,此次工程新架设
电杆 2基,400伏配电变电器一台,10千伏、400伏电缆
各40米。以优质、快捷的服务为该局提供更好的供电保
障。 陈欢欢 摄影报道

□本报通讯员 高新忠 杨新平

10月22日下午，来自北京、上海、郑州等地的20多名专家、
学者及旅游文化创意人士齐聚修武县艺术中心。会场内，大家
各抒己见，共同研究探讨青龙峡景区文化旅游发展大计。

“青龙峡景区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资源，更包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尤其是景区内的陪嫁妆村的婚俗文化就大有文
章可做。”说起对青龙峡景区的印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婚庆行
业委员会总干事、中国婚道婚嫁产业研究院院长史康宁如是说。

据悉，此次青龙峡景区邀请全国各地的文化旅游专家、学者
对景区的青龙文化和古村落民俗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地考察研
究。并随后召开研讨会，邀请大家为下一步青龙峡景区的文化
旅游发展提供宝贵建议。

中国婚道婚嫁产业研究院教研副院长王鑫从山东泰安、山
西上庄古村两个成功进行文化旅游营销的案例入手，向在座专
家、学者、景区负责人详细剖析了目前景区婚俗文化的行业前
景。并着重从文化挖掘、产品研发、资源整合方面对青龙峡下一
步如何打造“中国陪嫁第一村”进行了建议。

以“婚俗”“爱情”为主题打造青龙峡文化旅游品牌的想法得
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北京华羽先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蒙说，目前全国各地景区同质化现象普遍，只有少部
分景区可以实现将节日元素和景区特色有机结合，形成受众对景
区旅游资源的聚焦。青龙峡景区的陪嫁妆民俗文化让人印象深
刻，这样的旅游资源，在当前的旅游产品市场中更显难能可贵。
青龙峡景区下一步文化旅游的发展，应该以打造爱情为主题的爱
情圣地为目标，并延伸出婚礼摄影、度假、纪念品等发展方向。

在认真听取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建议后，修武县、青龙峡景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按照大家的建议，结合市县建设中国超级
旅游目的地、全域旅游示范区等战略部署，积极谋划三年规划，
并细化到每年工作安排之中，认真组织实施打造独特的青龙文
化旅游发展工作目标，共同推动青龙峡景区转型升级，打造中原
地区最具竞争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本报通讯员 李新和 李瑞雪

作为培育引进人才、制定人才政策的重要机构，焦作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韩明华回顾了焦作市近几年来人才
工作的成效，对下一步人才工作的开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
说，焦作市委、市政府10月20日召开的全市引进培育创新创业
领军人才（团队）工作会议，标志着焦作人才工作新一轮发展的
春天的到来。

韩明华说，近几年来，焦作人社部门坚持贯彻党管人才原
则，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落实“焦作英才588计划”、千名人才进
焦作专项行动计划和全民技能振兴工程，努力破解人才引进
难、留住难、培养难、使用难等问题，取得较好成效。全市人才
总量达到55.3万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研发基地达到23家，
引进海外专家218人次，在全省均居前列；设立的河南矿业人
才市场，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省级矿业类专业人才市场；开展的

“海创会”活动，成为人社部关注并支持的招才引智品牌；焦作
还被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确定为全国首批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标
准化试点市，是全省唯一一家。

韩明华表示，下一步，将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坚决落实好市
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一是把人才政策宣传落实好。大
力开展人才政策宣讲“六进”活动促落实，即进机关、进事业、进
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严明奖惩促落实，对人才工作
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定期考核、通报。二是把人才平台建设使用
好。人社部门将重点抓好市人才创新创业园、市技师学院新校
区、省级公共实训基地、创业孵化园区等项目建设。三是把人
才服务完善提升好。推进实施千名人才进焦作专项行动计
划。重点继续办好“海创会”，建立市人才创业投资基金，做好
国务院特殊津贴、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推荐选拔工作，加强博士后工作站、研发基地建设和继续教育
培训工作。通过这些措施，使海内外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
好，使焦作人才素质能力得到提升、人才作用得到发挥，为建设

“四个焦作”，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
彩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智力保障。

10月24日，我国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靳尚
谊回到故乡焦作，并就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与焦作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进行深入交流。

据了解，靳尚谊1934年生于焦作，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绘画系，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组评审委员、教育
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
政协常委，中央美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是我国美术界集创作、教
学、学术带头人于一身的油画大师。

靳尚谊说，此次回乡，深切感受到了焦作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今后，将继续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人脉优势，积极推广家
乡文化，进一步扩大焦作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

本报通讯员 许来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通讯
员 唐玉磊）斑驳的地面、厚重的砖墙、沧
桑的建筑、文化的气息、创意的作品、让人
仿佛置身童年时代的记忆中。一群年轻
的创客们，在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做着有
意思的事。这就是焦作市解放区“老皮鞋
文化创意园”，也是解放区实施“创意解
放”，打造和扶持的首个示范园区。10月
26日傍晚，虽是华灯初上，但前来参观和
咨询的创客们仍然络绎不绝。

几天前，从广东省珠海市引进的“河
南至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
在解放区注册成立，并与焦作市铁路电缆
厂材料分厂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该项

目计划总投资15亿元，将河南平原光电有
限公司东厂、焦作市铁路电缆厂材料分厂
等企业的老旧厂房进行整体文化创意开
发，打造至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个项
目的引进和落地，标志着解放区第十一届
豫商大会又一个签约项目落地，也是解放
区迅速贯彻焦作市“近学许昌，远学扬州”
精神的直接体现。

第十一届豫商大会结束后，解放区对
总投资 125.6 亿元的 12个签约项目积极
跟进，持续跟踪，制定了县级干部和区直
部门联系分包项目责任清单，实行双周
召开签约项目推进碰头会工作制度，对
签约项目逐一建立台账，推动项目早开

工、早建成、早达效。目前，河南至上文
化创意产业园、“百年电厂”文创园、灵泉
寺文化游园综合开发项目、集贤书院游
览区、老皮鞋文创园等一批项目纷纷落
户解放区。

解放区筑巢引凤，积极打造城市经
济、总部经济，培育适合主城区发展的健
康绿色环保产业。为建立文化创意企业
发展交流平台，该区引导企业发起成立

“解放区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吸引更多的
创客和文创人士扎根解放区发展。为盘
活辖区文化旅游资源，将文化和旅游有机
结合起来，实现旅游业的二次创业，该区
从北到南规划了三个片区，即北部的文化

旅游综合服务区、中部的特色商业区、南
部的健康产业园区。通过这三个区域，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
合、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产业全域联
动、旅游成果全民共享。目前，计划投资
30亿元的百年电厂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
已与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寰廷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签订了整体规划开发协议；投资
1.2 亿元的灵泉寺文化游园综合开发项
目，正在注册灵泉寺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方已开始项目整体规划编制工作;投资
0.6亿元的集贤书院项目，正在注册公司，
并同步开展地面附着物清点和土地丈量
测绘工作。

迎接人才工作发展的春天
——访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韩明华

油画大师靳尚谊回乡探亲

婚俗文化大有文章可做
——修武县青龙峡文化旅游研讨会侧记

解放区：筑巢引凤打造创意产业

10月 25日，一场以“致匠心”为主题的正和岛企业
家领袖沙龙活动在焦作隆丰皮草公司举行。三全集团董
事长陈泽民、智博教育董事长尹宁等多位商界大咖出席
沙龙活动，共同分享商业智慧，探讨商业精神，拓展商业
人脉。 牛联平 摄影报道

◀孟州市河雍街道东田丈村邀请德高望重的老人
现场讲解家庭和睦之道

▼“和睦家园”大讲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寓教于乐

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