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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娅唯：妙手巧雕 黑陶绽魅
□本报通讯员 邓晓芳

10月23日，2016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二届全国陶瓷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在景德镇举行。在参加总决赛的 212
名选手中，沁阳蓝钻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黑陶雕刻师汤娅唯脱颖而出，获得“全
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也是河南省唯一
获奖者。

今年42岁的汤娅唯从事黑陶雕刻已
经8年，初中时，她就爱好美术，随后又到
山东拜师学艺，学习设计，练习雕刻。“刚
接触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越刻越上
瘾，每练习一段时间，技术就会有提升，有
一种收获的喜悦和成就感”，随着技术日
渐成熟，汤娅唯开始参加省内技能比赛，
不断交流学习先进工艺，开阔眼界。去年
8月，她在河南省陶瓷手工成型职业技能
竞赛中获得金奖。

谈起雕刻过程，汤娅唯说，首先要把
生坯打磨光滑，计算出器型的具体尺寸，
然后构思设计，让雕刻的内容和器型本
身融为一体，最后才动手雕刻。

雕刻时，最关键的是一刀成型，不能
回刀，更不能断断续续，这样刻出来的线
条才会流畅灵活，整体看起来光滑平整。
有时候，汤娅唯不需其他工具，不需要描
画，拿到一个生坯，从刻花到缠织，一把刻

刀就能从上到下全部完成。她说，熟练的
雕刻师完全可以凭手感判断生坯的干湿
度，太湿，会粘刀，太干，不利于雕刻。

汤娅唯指着自己的雕刻工具，逐一介
绍着，这根画针其实是一根毛衣针改造而
成，打磨用的塑料片是洗发水的瓶子改造
的，这把刻刀是修钟表用的……只要自己
感觉舒适，都可以使用，而且都很简单。

汤娅唯最擅长镂空雕刻，也会根据
不同造型，采用相应的雕刻手法。她喜
欢从各类技能比赛和各类民间艺术中寻
找创作灵感。

雕刻需要专心致志，需要静心和耐
心，有时候，汤娅唯能坐上一整天，回家
吃饭也要把作品带回家，突然来了灵感，
又立刻起身动手雕刻。

“每件作品都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有
时候睡着做梦还在雕刻，每拿到一个器
型都会深思熟虑，怎样下刀，怎样让它达
到更加完美的效果，考虑成熟了才会下
刀。当你创作一件作品时，你会越学越
喜欢，越热爱，即使遭遇无数失败，也不
会有放弃的想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要真正热爱这门手艺，无论遭遇到什
么挫折都不会放弃，都会将自己的热爱
坚持下去。”汤娅唯说。

如今，汤娅唯所雕刻的作品不仅得
到了业内许多人士的认可，也获得了客
户的一致好评，而她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所取得的成绩呢？

“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专家老师们
的肯定，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受
到表扬，感到非常自豪。我现在的成绩
是远远不够的，当初要不是坚持不懈的
努力，我恐怕是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也走
不到今天。”汤娅唯感叹道，她参加各种
类型的比赛，认为不仅是自己能力的体
现，更有助于创作的提升与加强，是自己
前进的动力，同时通过同行间的相互交
流可以取长补短，让雕刻作品更具提升
潜力。汤娅唯表示，自己会一如既往地
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她坚信这条
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光明，雕刻艺术是
生生不息的。6

□本报通讯员 红星 梁涛

10 月 26 日晚 7时，修武县
周庄镇五里堡村支部会议如期
召开，室外秋雨绵绵、凉风萧瑟；
室内，忙碌一天的35名党员和5
名村民代表们却依然热情高涨，
没有因为下雨天冷而缺席“党员
活动日”，大家积极热烈地话学
习、谈体会、议村务。

自“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修武县539个基层党支
部积极响应号召，通过每月 26
日党日活动学习，进一步促进基
层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真正从
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从严治党。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村党支部书记苏法科带领全体
党员宣誓入党誓词已经成为每
次学习的规定动作。苏法科当
兵退伍回村先后担任村“两委”
成员，2014年经过选举，52岁的
他当选为村支书。

同时，焦作市派驻村第一书
记申鑫每次带领大家学习上级
文件精神，也成了每次党日活动
的必修课。当天学习活动的议
题是：“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学
得咋样？又是怎样做的？

“咱们党员要讲政治、懂规
矩、守纪律。大家门前悬挂的

‘共产党员户’牌子，既是荣誉
牌，也是警示牌，要带好头、作表
率！”作为村支书，苏法科首先表
态发言。

…………
“村党支部会经常把大家伙

聚到一块儿，学习学习，唠唠村
务，话话家长；年轻党员还建立本
村微信群，转发一些文章，提提意
见建议，为好的建议点赞什么的，
这是好事。”这是干了20多年的
老支部书记苏金柱谈起现在的

学习感悟，连声称赞。
思想建党，让每个党员“红

细胞”更鲜红，敢担当、勇作为；
从严治党，让党支部堡垒更坚
固、更具战斗力。

去年，村里一厂房租赁户租
赁本村集体房多年，既不交费用
又不归还经营权，该村“两委”经
多次协调未果，后将此事提交党
员、村民代表大会，全体人员一
致通过：收回厂房经营权。由于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敢于硬碰的
坚决态度，最终将村集体资产予
以追回。

一切村务置于全体党员的
全程参与、监督之下，更加展现
出公开、公平、公正。

按照议程，村支书苏法科继
续宣读村务会商事宜。

“红白喜事这类事，由于近
期没有严格管理，铺张浪费的现
象又抬头！”

“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要多
多宣传，身体力行，带头不参
加。咱老百姓挣钱不容易，省下
的钱咱干些更有意义的事不可
以吗？由于时间关系，大家可以
下去再商量，拿出好办法，到下次
党员活动日的时候再具体说。”

“关于咱村‘村村通’工程，
如果道路修到哪儿，占用哪家的
菜地，请不要因为一己私利，延
误了工期。全体党员有没有不
同意的？”

“没有的话，通过！”
“这些事要是搁过去就甭

提了，干不好、干不成！主要是过
去大家伙想不到党组织，集体主
义观念不强，谁想咋就咋。现在，
政治生活常态化，党员思想得到
了进一步加强，一批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党员冲锋在工作一
线，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又回来
了！”苏金柱说。6

□薛德龙

省委书记谢伏瞻提出的“建

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地和实

现三个提升”的五年发展目标，

既有前瞻性和科学性，更有战略

性和主动性，应该说目标明确，

思路清晰，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在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

明显的背景下，中原内配党委坚

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中国制

造 2025 河 南 行 动 纲 要 》，以

“21335”党建体系为核心，强力推

进“国际化、集团化”发展战略，通

过品牌带动和多元化发展，不断

深化与欧美知名汽车及发动机

公司的战略合作，初步完成汽车

及发动机零部件、智能驾驶、智能

制造、军工等领域的产业布局。

主营业务发动机气缸套产销量世

界第一，成为全球领先的动力活

塞组件系统供应商。目前集团子

公司22家，其中10家生产型子公

司，在北美、欧洲、俄罗斯设立了3

家海外子公司。今年以来，集团

通过科技创新、品牌带动、新领域

探索、拓展市场、强化管理和积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经

营指标继续实现逆势增长，企业

始终保持健康发展。

创新是民营企业发挥优势、

挖掘潜力、增强竞争力的关键所

在。报告中谢伏瞻提出要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壮大创新

主体，突出开放创新，培育发展新

动能，给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同时也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沿着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

的理政新思路，未来发展，中原内

配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河南省“四

个强省”目标，牢牢抓住国家“一

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多重

叠加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优势，加快全球布局，全面实

施“三大发展规划”：一是完善延

伸发动机核心零部件产业链条；

二是加速发展智能制造、智能驾

驶和汽车电子等高科技产业；三

是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和军

工等新兴领域。用三到五年的

时间，使集团销售收入突破 100

亿元，冲击全球汽车零部件 500

强，成为国际化、世界级的百亿企

业集团。

在抓好产业升级、企业转型

的同时，我们要更加关注民生，

结合孟州市耿沟村的地理优势

和自然资源，实施精准帮扶，探

索工业、农业、旅游等产业协调

发展、共同富裕的新模式。

我 们 将 继 续 发 扬“ 关 注 教

育、关注弱势群体、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的优良传统，在决胜全

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进程

中，为实现中原崛起贡献自己的

力量！6
（作者系中原内配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

本报讯（通讯员 何京辉）“项目的
奠基体现了武陟县委县政府干事创业
的劲头，招商引资的决心。”11月 9日，
郑州龙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永法说。当天，总投资12.6亿元的郑州
龙华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高端智能装备
产业园项目在武陟县开工奠基。

今年以来，武陟县紧紧围绕焦作市
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目标，按照市委书

记王小平对武陟提出的“挑大梁、打头
阵、当先锋、做排头”，着力推动武陟跨越
发展，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重中
之重。该县先后引进实施了华夏幸福基
业产业新城项目、湖南尔康药业淀粉胶
囊医药园区项目等一大批重点项目，为
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据介绍，此次开工奠基的郑州龙华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高端智能装备产业

园项目，由郑州龙华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禹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入驻，集群发
展。第一批入驻企业为9家，包括上市
公司、产业标准制定者，有着先进的技
术支撑和良好的市场前景。项目建成
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总收入18亿元，
年利税总额4.7亿元，其中年税金总额
1.2亿元。6

【编者按】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郑

州胜利闭幕。党代会发出的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动员

令，让山阳大地广大党员干部信心百倍；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让

怀川上下370万人民豪情满怀。焦作市委要求，全市上下要把学习

贯彻省十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深学笃行，创新作为，切实把省党代会精神转化为焦作市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彩的强大动力。

“焦作观察”自本期起，开设“学习党代会精神，助力‘第一方

阵’”专栏，刊登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学习贯彻省十

次党代会和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体会和认识，以飨读者。

在国际化进程中协调发展

新老村支书话“变迁”

省十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发展不放松。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较高速度、较高质量发展，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焦作市积极推动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产业关联度高的重大项目

的落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在实现省十次党代会制定的“决胜全

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目标中，贡献焦作力量。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麻酩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和市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切实发挥重点
项目对焦作经济转型发展的支撑作用，
11月9日上午，总投资达485亿元的焦作
市2016年第三批11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

今年年初以来，焦作市委、市政府全
面落实中央、省各项决策部署，把项目作
为稳定经济的主抓手、推进工作的主平
台、磨砺作风的主战场，强力开放招商，
狠抓项目建设，全面优化服务，一批重大
项目快速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今年前三季度，30个省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118.9亿元，占年度计划投
资122亿元的 97.1%；181个市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299.1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
304.1亿元的98.4%，省、市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分别超时序进度 22.1、23.4 个百分
点。

据介绍，这次集中开工的 112 个项
目，总投资达485亿元，涉及工业转型、城
市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这些项目投资体量大、支撑带动强、
综合效益好，既聚焦产业支撑、转变方
式，又注重投资拉动、基础先行；既突出
中心、重点突破，又体现点面结合、整体
推进，展示了焦作市开放合作的丰硕成
果，体现了该市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必
将为该市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新的动
力和活力。

据了解，总投资 51.5 亿元的多氟多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0万套新能源汽
车动力总成及配套项目被列为国家“一
带一路”重点项目，获得国家建设基金
4.03 亿元支持，旨在打造“中国制造
2025”智能工厂、中原经济区电动汽车摇
篮、焦作市转型升级标志项目。项目建
成投产后，年可新增销售收入248亿元，
实现利税49亿元。

此次全市集中开工的112个项目，总
投资 485亿元，2016年计划投资 44.4亿
元。其中，工业项目 65个、城建项目 32
个、服务业项目 13个、交通项目 2个；投
资10亿元以上项目15个；市重点项目4
个。112个项目中，沁阳市11个、总投资
52.4 亿元，孟州市 17个、总投资 80.6 亿
元，温县13个、总投资15.0亿元，博爱县
16个、总投资87.7亿元，武陟县15个、总
投资62.9亿元，修武县10个、总投资47.3
亿元，解放区5个、总投资5.8亿元，山阳
区7个、总投资16.1亿元，中站区6个、总
投资 66.3亿元，马村区 6个、总投资 36.4
亿元，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6个、总投资
14.8亿元。6

学习党代会精神 助力“第一方阵”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良贵）11月9日，
解放区举办2016年第三批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当天，该区5个涵盖商贸业、
房地产业、创意产业等多个领域的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奠基。据介绍，今年该区集
中开工项目20个，总投资达到110亿元。

总投资35亿元的焦作万达广场项
目主体已封顶；总投资 15亿元的郑焦
城际铁路焦作站南广场项目正在浇筑
地基；总投资 3.4亿元的锦江精品酒店
项目主体已封顶，已与上海富华酒店签

约，打造新型星级酒店；总投资2.6亿元
的牧野路拓宽改造工程新园路以北基
本建成；总投资 1.8亿元的市妇幼保健
院妇女儿童综合病房楼项目地下工程
正在施工……在全市深入开展“近学许
昌、远学扬州”活动中，解放区围绕传统
商业、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旅游服务
业、现代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强
力推进一大批重大项目实施建设，努力
探索业态更加丰富的综合体、复合型区
域经济发展新模式，不断增强核心城区

的吸引力、扩张力和竞争力。
今年年初以来，解放区围绕商业区

产业发展规划和重点开发区域，积极引
进大型商业服务业集团、房地产开发、金
融服务、信息服务等行业龙头企业，打造
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和城区经济增长中
心，更加积极主动的实施开放带动战略
和项目带动战略。今年1-9月份，该区
81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1.1亿元，占年
度投资计划的76%；该区完成财政收入
5.06亿元，同比增长了13.7%。6

武陟：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园项目开工

解放区：大项目建设支撑区域经济新跨越

贯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

多氟多公司对氢氟酸生产线开展全面升级改造 许来伟 摄

汤娅唯正在进行黑陶雕刻创作

基层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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