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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观察

近日，笔者一位在乡镇分管农业工作的朋友相

告，近段时间，他忙着邀请县农业部门的专家，按照

每个村村民的“所需”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朋友说，

扶贫工作要讲“精准”，科技培训同样也要讲“精准”。

近年来，各地农业部门每年都会组织一些专家

到各乡镇、村为村民开展一些农业科技培训，实现家

庭经济增产增收。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专家却把

“科技培训”当成了一项“工作计划”或“工作任务”，

几乎年年一个样，不是发放一些农业科技方面的资

料，就是组织村民观看视频，有的培训内容甚至与村

民的“需求”完全“不沾边”。比如有的村根本就不适

合养殖业，一些专家却大讲特讲这方面的知识……

如此不求“精准”的科技培训，无异于浪费村民的时

间和精力。

要想让“科技培训”有实效，必须把握“精准”二

字。首先，培训之前要多到村民当中走一走，问一

问，多了解村民需求，做到“对症”培训。其次，要多

让村民“点题”，专家做好准备，面对面交流、答疑，切

忌“千村一律”。再次，专家要多用村民通俗易懂的

话语去讲授，做到组织一次培训，惠及一方村民。如

此，“科技培训”才能有真正的实效。7 （叶金福）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最近两则新闻值得关注：一是

本报报道，《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

近日下发，我省将建立健全支持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

系，建立专项资金，向吸纳农业转移

人口较多的地方和中小城镇倾斜；

二是《大河报》报道，《河南省农民工

工作领导小组 2017 年工作要点》正

式下发，多项措施保障农民工就业

创业，并将加大贷款支持鼓励农民

工在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购房。

新型城镇化是“十三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任务，也是解决

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出路，对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而言，都有重大

意义。“十三五”期间，我省要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 500 万人，城镇人口数

量超过农村人口，任务还是挺重

的。准确研判当前农民进城基本特

征，才能把握重点，循因施策。

人往哪儿去了？农民越过县城

直接步入大城市。中国农民工流

向，10%左右是在几大直辖市，在地

级市以上的比例是 70%多，真正在

县 城 及 以 下 小 城 镇 的 比 例 不 到

10%。我省县级市城镇化率多为

30%左右，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

数据上也佐证了这一点。

钱往哪儿花了？主要投向消

费，极少进入生产领域。农民工的

务工收入中，在家建房或进城购房

成为最大支出，教育和医疗是农民

工收入的另两项大额支出，少数资

金才进入农业或其他生产领域。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

城市聚集了众多产业，提供了很多

机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

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断涌入。然

而，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使他们

无法真正融入，导致大量农村富余

劳动力无法在大城市安家立业，并

没有真正实现城镇化。同时，随着

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还造成城市

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

“城市病”，农村也衍生出“留守儿

童”“空巢老人”、土地资源闲置等若

干问题。

大量农民工选择跳过县城到

大城市，主要还在于小城镇的就业

机会、基础建设、公共服务以及“关

系 规 则 ”，制 约 了 他 们 的 发 展 空

间。所以说，新型城镇化，最核心

的问题不在一线城市、不在省城，

不在经济已经成熟的大中城市，恰

恰是在县城。处于大中城市和乡村

中间的县城，在新型城镇化 进 程

中，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应

被尴尬地忽略掉。

“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

治，天下无不治”。如果发展前景

好，农民其实更愿意在县城——离

故乡最近的城市工作生活。而县城

的生活成本相对大城市更低，农民

富余的收入可以更多地投入生产领

域，反哺农业和农村建设。因此，要

通过优惠政策积极推进产业下县，

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让县域

经济火起来；拓宽落户通道，推动农

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县级市落户；

提高中小城镇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

共服务能力，不断优化软硬件环境，

吸引周边农民工来安居乐业。

县城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

城市，是“城”与“乡”之间的纽带、新

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我省陆续出

台多个文件，支持鼓励农民“就近”

城镇化，用意明确、用心良苦。把相

关政策贯彻落实好，让县域成为新

型城镇化主阵地，农民“进城”的步

伐才能走得更快更稳。7

□白峰

影视圈内，变化的是内容，不变的

是内涵；变化的是演员，不变的是戏

骨；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经典。无

论影视业怎样发展，那些经典的东西

是永远不变的，而且依然具有一种吸

引力。这种吸引力，就是影视创作的

方向，更是影视吸引人的价值所在。

最近看到《羊城晚报》的报道，说是

这一阵子娱乐圈把“怀旧梗”玩上了

天。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宣传活动，整

个氛围似乎一下回到了十年前、二十年

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就在《非凡匠

心》中，当年《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铁

三角”王刚、张国立、张铁林再度合体，

吸引了大批观众；在《熟悉的味道》中，

刘嘉玲、陈凯歌陈红夫妇、张继科、蒋欣

等明星上节目为亲朋好友下厨做美食，

回忆往日时光；还有明星朋友圈近来也

洋溢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情绪，苏有朋

为新片做宣传拉来了“还珠帮”的林心

如、赵薇，沙溢也忽然发帖贴出 17年前

拍《聊斋·席方平》时的青涩照片……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然，这些

怀旧顺应了某些观众的需求。也有人

说这既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这

话没有错，但是“怀旧梗”是情感文化

的一种再现，不应该成为一种营销，更

不应该唯利是图。

怀旧之心，人皆有之。这既是情

结，也是情绪，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

怀念或回忆。生活在城里的人，总想

回老家去看看，看看那些老房子，看看

那些河流，看看那些山，这就是乡愁和

乡情。人们看惯了古装剧，看多了那

些穿越或者戏说剧后，更希望看到儿

时看过的影片，希望看到十年前、三十

年前的那种文化。

比如最近的《朗读者》节目中，濮

存昕、王学圻等也忆述自己的旧事，

让观众再次看到那些老戏骨的刻苦

和勤奋。再比如《渴望》这样的影视

作品，尤其能激发人们情感，产生共

鸣，或者说能激发出社会正能量，怀旧

一下，并无不可。但是怀旧不能走入

误区，一哄而上，造成影视产品过剩，

形成新的浪费。

一些人正是看准了人们的心理需

求，为了利益便不择手段地穿凿附会，

生拉硬拽地怀旧，为新片做营销拉大

旗做虎皮，或者整一批面瘫“小鲜肉”

翻拍来翻拍去，光奔着赚钱而去，只想

着生财之道，至于作品的文化内核，却

被忽略了。这样做，给人的感觉就是

绑架了大家的记忆，消费了大家的情

感，必定行而不远。7

3 月 26 日，一辆动车在到达南京南站 21 号站台

时，一名年轻男子因翻越站台未果，被夹在车厢与站

台之间，滚了两个车厢位置，救出时已无生命体征。

（见3月27日《新京报》）
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和宁波雅戈尔动物园两

起老虎伤人事件的舆论风波还没平息，再次看到因无

视规则而引发的惨痛事件，令人扼腕痛惜又发人深

思：一次次血的教训，为何难以唤醒沉睡的规则意识？

规则意识是自觉用规则约束自己行为的意识，

也是现代社会每个公民必备的素质。家有家规，国

有国法。规则意识就是告诫我们什么事能做、怎样

去做。红灯停绿灯行是最基本的交通规则，藐视规

则、我行我素就会酿成车祸；猛兽区禁止私自下车是

游园规则，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就可能命丧虎口；安

全线以外候车，禁止跨越站台是乘车规则，心存侥

幸、肆意妄为就会自食其果。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总有人忘记前车之鉴，

在规则面前拿生命当儿戏，在一次次血的教训后又

“前赴后继”，主要原因就是规则意识淡化。由于平

时习惯了不守规矩，“不按套路出牌”，就会不自觉做

出“越轨”的事，不经意间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境地。

思想一旦没有底线，行动就会肆无忌惮。再好的安

保措施在无视规则的人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但愿

这次血的教训能唤醒人们的规则意识，人人遵规守

纪，社会才能安定有序。1 （焦风光）

县城一头连着农村，

一头连着城市，是“城”与

“乡”之间的纽带、新型城

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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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国两会上，有人建议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从
45%降至25%，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
长胡怡建表示，一些高收入者可能薪金只拿一元钱，但其收入
更多体现在股权等方面，即便税率下调也难以完全防止逃避
税现象发生。（见3月27日《人民日报》）7 图/王铎

让县域成为新型城镇化主阵地

“怀旧”不能沦为廉价消费

教训能否唤醒规则意识

“科技培训”要“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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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人物 ——责任担当 板块灵魂

一陶一窖品质创新赢得百姓信赖 香型引领责任担当获评年度人物

载誉而归，仰韶连摘三奖闪耀春季糖酒会

三月的成都花开似锦，随着 2017

春季糖酒会的闭幕，一场盛大的“酒局”

让四方来客依旧意犹未尽。本次糖酒

会，仰韶酒业再次发力绽放蓉城，连摘三

项大奖，这对于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

对于仰韶大单品彩陶坊、腰部产品仰韶

窖香来说都是意义非凡。

仰韶三项大奖的揽获,是大众以及

行业内对仰韶酒业在产品品质、科研

创新、社会责任、品牌文化上的重量级

认可，也是对其企业“工匠精神”的再

次诠释。

□本报记者 申明贵

3月22日，在成都举行的糖酒会期间，
综合专家评委和消费者代表的品鉴结果拉
开了“2016首届中国值得百姓信赖的100
款白酒”颁奖序幕，仰韶彩陶坊在全国万余
种白酒中通过盲品脱颖而出，荣耀上榜。

据悉，由大河报与 31家省（市、区）主
流都市报联合主办的“2016首届中国值得
百姓信赖的 100款白酒”评选活动旨在提
升白酒企业品牌影响力，弘扬白酒文化，推
动白酒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引导百姓健康
消费为宗旨。

3 月 16 日 ，在 河 南 日 报 社 主 办 的
“2017河南酒类市场口感质量消费调查”
活动中，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专项消费调
查，收集了近 16万份的消费调查问卷，最
终彩陶坊以卓越的口感优势和广泛的口碑
力量赢得“2017河南市场最受公众喜爱的
口感质量酒品”。

注重科研，大胆创新，由此所引发的市
场共振促使彩陶坊成了豫酒品质的代表。
全年，先后有王延才、王新国、宋书玉、陈传
意、徐岩等数十位行业专家赴仰韶调研，仰
韶酒业在品质层面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
力。

另一方面来看，健康是大多数城市消
费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健康消费已然成为
消费新热点。而此次活动从行业入手，引
导百姓健康消费、促进企业创新经营。只
有好品质才能更健康的理念，对于酒业具
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卫凯在获奖后表
示，未来，酒业发展理性化、酒品价格亲民
化、酒品消费健康化、酒品宣传科学化将成
为酒类行业发展趋势，在白酒新常态下，坚
守产品品质，与行业、媒体共建健康的消费
环境，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积极表现。

侯建光，仰韶酒业的坚定掌舵人。在豫酒
板块的振兴过程中，他以匠心与创新引领仰韶
强势崛起，成为豫酒板块工匠精神与香型研发
的灵魂人物，并带领仰韶借助品质营销弯道超
车，成长为名副其实的豫酒领军品牌。

因一生扎根白酒，对豫酒振兴与中国白酒
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3月 21日，在成都举办
的“中国酒业的传承与创新”高峰论坛上，仰韶
酒业董事长侯建光被授予“中国酒业年度经济
人物”称号。

这已是侯建光继今年2月份荣获“2016河
南经济年度人物”大奖后，二度拿下经济人物
类大奖。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份殊荣不仅仅是
侯建光个人的荣耀，更是外界对仰韶酒业近年
来坚持创新发展之路的一次有力肯定。

在豫酒板块里，提到仰韶，很自然地就能
让人联想到“工匠精神”。这不仅仅是由于董

事长侯建光兼中国白酒工艺大师、国家级白酒
评委等多职于一身，是我国最懂酒的董事长；
还在于侯建光“一生只为酿一瓶好酒”的匠心
追求为仰韶的品质营销指明了方向。

1991年，侯建光从新乡职业技术学院食品
工程系毕业后进入仰韶酒业，从最基层的车间
工人做起。1992年，侯建光的表现受到了仰韶
酒厂的高度评价，被委派到江南大学进修，毕
业后，侯建光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从普通员工
到车间主任，从公司副总到企业掌门人。

白酒香型与风格问题却一直是豫酒的短
板。侯建光认为，若将豫酒推向全国，产品就
必须得有叫人记得住的香型。

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侯建光早在 2006
年就已经开始打造自己的工匠团队，凡是有利
于技术成长、技术进步的事儿，侯建光都大力
支持，并向仰韶酒业技术团队明确提出“不拘

一格、满足消费、控制成本、自成一格”的16字
方针，并将最终目标锁定为：好喝、耐喝、好受、
有益。

依托强大的科研优势，仰韶酒业独创了“陶
泥发酵、陶甑蒸馏、陶坛储存、陶瓶盛装”的四陶
工艺，并成功酿造出了具备陶酱、陶浓、陶清、陶
兼形成陶融兼香风格白酒——仰韶彩陶坊。

2016年 11月 25日，仰韶研发的陶融香型
在北京通过国家级专家鉴定，被由中国酒业协
会、中国食品发酵研究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等多方组成的专家团评定为“项目总体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标志着豫酒正式进入
了名正言顺、正本清源、源出有据的“酒体个性
时代”。

从此，中国白酒香型跨越历史的一步，进
入13种香型的时代，豫酒板块也终于有了自己
的香型名片——陶融。

组委会在给予侯建光的颁奖词里这样写
道：他们在酒业经济领域纵横捭阖，有格局，敢
创新，呈现出企业家精神的锐意进取，他们以
精准的商业预判和务实的市场探索，在充满挑
战的2016，加速了中国酒业的复苏历程。

在酒行业的深度调整期，侯建光所领导的
仰韶掷地有声的用连续五年持续攀升 30%的
业绩成功地应对了格局的变化和市场的竞
争。正是侯建光那种骨子里对仰韶的热爱、对
工匠精神的恪守、对香型创新的追求、对市场
趋势的把握，以及“我这一生，只为酿一瓶好
酒”的信仰，这些共同形成了仰韶的企业价值
观，进而推动仰韶崛起，成为板块的灵魂。

3月19日，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2016年度
“青酌奖”酒类新品TOP10榜单。仰韶窖香凭借
卓越的产品品质、独特的兼香风格，第二次入选

“青酌奖”年度十佳，并被珍藏于展馆长期展示。
本届“青酌奖”参选产品均为2016年度的酒

类翘楚，且在酿造工艺、产品特色等方面有显著创
新。作为豫酒的品质标杆企业，仰韶酒业一直崇
尚中国白酒的工匠精神，曾先后到诸多科研场所，
积极推进白酒复合香型的研究工作，成果斐然。

仰韶窖香，即是仰韶酒业在将彩陶坊打造成
为豫酒标杆之后，通过科研探索、品质升级推出
的又一战略产品，它创造性地将浓香、酱香、清
香、芝麻香的酿造工艺融合到酒的发酵过程中，
并一窖生四香，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兼香风格。

据中国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书玉
介绍，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永恒动力，评选“青酌
奖”的初衷正是鼓励企业通过产品创新来保持
企业活力，全面推进中国酒类产品的品质升
级，从而推动中国酿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
最终服务消费者。仰韶窖香，完全符合“青酌
奖”的评选标准，实至名归。

品质青酌 ——风格魅力 两度获赞

百姓信赖 ——口感质量 引领豫酒

侯建光董事长被评为“中国酒业年度经济人物”

熊玉亮会长（左二）和侯建光董事长（右二）同台领奖 再度获得“青酌奖”的仰韶窖香闪耀春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