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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一片绿色
革旧习，十年成荫树新风。在清明
节即将到来之际，3月 25日，郑州市
第十届公益植树葬活动在河南福寿
园举行，共有 63 个家庭参加活动。
据悉，自 2008年郑州市举行公益植
树葬活动以来，10年共有 1000多位
逝者的骨灰伴随绿树，回归自然。

这是一场送别，却没有过分的
悲伤；这是一场葬礼，却没有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和烟雾缭绕的纸香。挖
坑、培土、浇水……近 200名在现场
的亲属，将亲人的骨灰小心安放，然
后植上一棵小树，送上一束美丽的
鲜花，并给小树系上黄丝带以寄哀
思。

55岁的张先生24日晚上专门从
北京赶回郑州，当日他们兄弟姐妹四

人一起参加集体植树葬，把父母的骨
灰合葬在一起。张先生说：“这种葬
礼绿色环保，节约土地。母亲生前比
较开明，会理解和支持的。”

据悉，除了占地仅为传统墓葬
三分之一的树葬外，像草坪葬、花坛
葬、壁葬等用地不超过 1平方米的，
都被称为“绿色殡葬”或“生态葬”。
近年来，全省民政部门大力倡导节
地生态葬和绿色殡葬，引导群众自
觉接受现代文明的安葬方式。

郑州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主任
杨虎介绍，通过10年的宣传和引导，
民众对树葬由陌生转变到熟悉、由被
动接受转变到自愿选择，这种方式已
渐入人心。“我们会坚持把这件事情
做下去，让更多群众理解、支持和选
择节地生态葬和绿色殡葬。”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3 月 28
日，由中国影协、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根
亲中国”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暨华夏
文明传承与影视创作高峰论坛在郑
州举行。

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重要
文化活动之一，“根亲中国”微电影

大赛自 2015年开始举办以来，涌现
出许多弘扬家国情怀、讲述人间真
情的暖心之作。本届大赛从 2016
年 12月启动，收到了来自全国20多
个省（市、区）影视团队报送的 600
多部作品。

本届大赛，《判若云泥》斩获最佳
微电影奖；《江浦好人》等10部作品获

得十佳作品奖；《缘来是你》等16部作
品获得优秀作品奖；《江浦好人》获得
最佳网络人气作品奖。本次微电影节
还评选出了最佳微剧本、最佳纪录片、
最佳动画片、最佳音乐MV和最佳网
络电影。同时，在大赛所有参与者的
共同倡议下，本着尊重艺术的原则达
成了微电影创作的“郑州共识”。③5

本报讯（记者 何可）3 月 29
日，作为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系列活动之一，“‘一带一路’与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座谈会举
行。“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80余位侨领侨商、华人企业
家聚会郑州，碰撞思想、激荡智慧，
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郑州的
发展出谋划策。

据了解，本次座谈会由郑州市政
府外侨办承办，旨在推动海外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侨领侨商关注支持
郑州发展，促进友好合作交流。

座谈会上，侨领侨商们纷纷表
达了助力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愿望。“我们愿做郑州企业走出去的

桥梁。”法国河南同乡会会长祝晓
林说。看到郑州高速发展的势头，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
虞安林激动地表示：“俄罗斯华商
愿做郑州建设的坚定支持者。”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
张素久女士说：“‘一带一路’建设对
中原城市群及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影响深远。面对新机遇，郑州要发
挥优势，尤其要在物流业方面加强国
际合作，与国际接轨，实现跨越式发
展；积极发展旅游业，加强对外宣传，
打造具有中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
品牌。”她充满激情地憧憬：“未来的
郑州一定会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会展
之城、服务之城、创业之城，各种国际

组织落户之城，人民生活美满的幸
福文明之城。”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
（华总）会长方天兴表示，郑州有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有望成为现代物流中心，“我们愿
意在促进郑州对外经贸发展方面
做出努力。”

如何发挥侨领侨商的作用，为
郑州发展提供更大的支持？瑞典河
南商会会长胡建伟表示，将积极开
展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提升郑州的
教育国际化程度。全英河南同乡联
谊会副会长任翔表示，将促进郑州
的国际科技合作，为郑州引智引资
牵线搭桥。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思政课上得好，教师王萍成了大
明星：她的个人博客，累计发文 300
余篇，学生点击量近 23万人次。“我
们本来以为思政课会很枯燥，谁知道
王老师竟然上得那么生动有趣。学
校除了教会我们专业技能，还非常重
视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学生品格的培
养。”3月29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的王伟同学告诉记者。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以培养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
为己任，紧扣立德树人时代主题，构
建育人大格局，打造育人大课堂，拓
展育人大平台，以“工匠精神”推动育
人事业的蓬勃发展。

顶层设计构建育人大格局。民
主生活会上，该校领导班子都要进行
见筋见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委中
心组学习扩大到全校党总支书记和
主要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在教师党员
中选育典型，用身边人的鲜活事迹教
育党员、感染群众……该校党委始终
扛稳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将思想政治
工作的成效纳入各级党建工作责任
制，建立了校党委总揽办学方向和顶
层设计、校行政抓好队伍建设和推进
保障、党委各部门做好质量监控和效
果评价、行政各部门抓好服务管理和
教风学风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协同推进打造育人大课堂。校
领导分别登上讲台，采用现场教学

和网络直播相结合的授课方式,为
师生分专题宣讲党的大政方针和
热点问题，实现了“全校共上一堂思
政课”；充分利用“五四”“七一”“十
一”、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节日和
纪念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
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该校关注时代议题，创新思想政
治教育课程形式，不仅有效促进了课
堂教学与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
融合，也使校领导、党政干部和辅导
员加深了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
略的深刻理解。

因势而新拓展育人大平台。运
用数字化技术，该校将教育部要求开
设的 3门思政课全部自主建成了校
级网络资源共享课，实现视频教学、
网上测试、互动答疑等功能齐全的在
线教学；整合新媒体资源，形成校园
网、官方微博微信、思政课微信公众
号等互通联动的网络思政工作阵
地；领导干部、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
相继开通个人微博，用大学生喜闻
乐见的“微课堂”传播好声音，引领
价值追求……该校不断拓宽育人的
新路径，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

该校党委书记付强表示，学院将
始终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
把握时代脉搏，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坚守初心，大胆创新，不断开创思
政工作新局面，铺就青年学子的成才
之路。③4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在丁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即
将举行之际，大典的灵魂工程——第
十一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于3月28
日至29日在新郑举行。

“大咖”烹饪文化大餐

黄帝文化是维系海内外炎黄子
孙的精神纽带。从 2007年创办以
来，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连续举办了
十一届。

每届论坛的主题都紧扣时代发
展脉搏，充分展现了现代文化与传统
文化的深度融合。本届论坛的主题
即为“‘一带一路’与文明互鉴”，旨在
传承和弘扬以黄帝文化为源头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和河南“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建设。

名家荟萃、思想汇聚，是论坛的
最大看点。为期一天半的论坛上，
中国西部研究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倪
健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郦波，《北

欧时报》创办人、社长何儒，中国传媒
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杨乘虎，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
论家乔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
荣，河南省委原书记、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
主任徐光春相继登台演讲，从不同角
度和层面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与
文明互鉴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

本届论坛由央视著名主持人张
泽群担纲主持。论坛闭幕式上，还
举行了轩辕奖颁奖仪式，对鲁谆、赵
国鼎两位黄帝文化优秀传播者进行
了表彰。

黄帝文化是“兼容并蓄”

“终于来到了老祖宗出生、创业和
建都的地方。”第一次来黄帝故里的倪
健中颇为激动。

论坛上，倪健中作了“再造汉文化
圈：网络时代汉文化的全球机遇与历
史研究”的主题演讲。他说，汉文化由
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以汉字为主的一
切文化表现形式；二是它所包含的价
值观；三是生活方式。“汉文化跟其他

所有的文化都不一样，它不是属于一
个国家的，也不是属于一个民族的，它
是属于世界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对世
界的认识。”

“黄帝文化的基因和特质是兼容
并蓄。”倪健中建言，要高举汉文化的
旗帜，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彰显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影响力，在网络
时代再造汉文化圈。

一亮相便引爆全场的郦波，用一
连串人物典故、历史故事、古典诗词，
使自己的演讲幽默轻松。

在郦波看来，黄帝文化、华夏文
明最大的特点是包容，不仅与自我达
成和解，还与他人、社会、天地自然、
命运达成和解。华夏文明是有温度
的，它以人为本，关照生命、生长、生
机的命题。

弘扬黄帝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史载轩辕黄帝带领先民们创文
字、织丝帛、定历律、制舟车、造指南、
撰《黄帝内经》等。学贯中西的傅佩
荣教授亲切地称黄帝为文化超人。

徐光春认为，黄帝文化中创新、

发展、民本、崇德、尚和、法治等思想雏
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祖根，中华
五千年文明中形成的儒释道文化、医
学文化、礼学文化、经学文化等等，都
能够从黄帝文化中找到它们的基因
和血脉。

对于时下国学的复兴，傅佩荣
感到非常欣慰和振奋。他说，华夏
文明正走向再一次的兴盛，一定要
维持好这种“反本开新、推陈出新”
的状态。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传承
发展的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国门？杨
乘虎说，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再造
国际传播的文化路径，讲好中国故事，
形成文化影响力。杨乘虎认为，讲好
中国故事，首先要让优秀历史文化成
为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文化
的影像化中体验中华文明的神韵风
貌和美好向往；其次要学会三种叙事
方式，即：家庭叙事，确立以家庭为核
心的叙事主体；历史叙事，形成具有
丰厚历史内涵的叙事方式；情感叙
事，传播真善美相统一的东方情怀。

“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中，让中国文
化成为世界的‘网红’。”③7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作为丁
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系列活动之
一的“‘一带一路’星耀兰亭书法精
品邀请展”，3月 28日在河南省文
联美术馆开幕。此次书法展将持续
到4月2日，免费向市民开放。

据介绍，“一带一路”星耀兰亭书
法精品邀请展具有范围广、水平高等
特点。书法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以及法国、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23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共展出150余
件作品；有43位参展书法家的作品
曾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
奖”，其作品涵盖真、草、篆、隶、行等
书体，内容以弘扬黄帝文化、振奋民
族精神为主题，充分展现海内外华夏
子孙对先祖根亲的敬仰和热爱。③7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上好思政课 构建大格局

郑州市第十届公益植树葬活动举行

十年千余逝者化绿荫

第十一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举行

“大咖”论道华夏文明

侨领侨商畅谈“一带一路”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未来“大郑州”更有国际范
“一带一路”
书法展开幕

影聚天下客 根连四海亲
第三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颁奖典礼在郑举行

●● ●● ●●

本报讯（记者 孙欣）3 月 28
日 ，记 者 从 省 检 察 院 获 悉 ，2016
年，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职务犯
罪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全省共归案
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100 人，“百
名红通”第 4 号通缉对象黄玉荣被
成功从美国劝返后，目前已被提起
公诉。

“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逃，不仅影
响反腐败效果，同时案件久侦不结、
久拖不决，形成积案无法消化处理，
对下一步监察体制改革也会造成较

大影响。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觉悟
和责任担当，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下
大力气抓好追逃追赃工作，确保职
务犯罪追逃工作取得新的成效。”省
检察院副检察长李自民说。

据悉，2017年，省检察机关将继
续深入开展职务犯罪追逃追赃工
作，组织开展清理在逃人员活动，加
强对归案人员的侦查和起诉工作，
跟踪审判进度和结果，进一步完善
与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提高追逃
追赃效率。③7

去年全省检察机关成功追逃
100名职务犯罪嫌疑人

上图：在华夏文
明传承与影视创作
高峰论坛上，中国电
影家协会秘书长饶
曙光、著名导演翟俊
杰、萧寒等人员围绕
华夏文明与影视艺
术如何结合展开讨
论。⑨7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农历丁酉年黄帝故里
看我省高校怎样拜拜祖祖大大典典

3月26日，原阳县举行了“黄河鼓魂”争霸赛，来自全县的16支盘鼓队进
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该县太平镇祥符朱盘鼓队获得了该比赛的霸主称号。
原阳县盘鼓队多达百余支，年演出2500多场次，在全国各大赛事及庙会表演
中多次荣获大奖，被誉为“中华一绝”。⑨7 杨晓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