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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艾敏

在安阳，活跃着这样一个演出群
体：他们没有固定的演出时间表，任务
来了，说走就走；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场
地，车间厂矿、田间地头都可以是舞
台。2015年以来，他们自编自导自演
了若干小品、快板、相声、歌曲、舞蹈、
情景剧等形式多样的节目，用不同的
表演形式宣讲中国梦、赞美劳动、歌颂
楷模、传递温情，他们为社会传递了正
能量，丰富了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带
动和提升了古都安阳的文明和文化艺
术素质。

省总工会在2016年全省工会宣教
工作意见中提出,“要在全省推广安阳
千场演出送基层经验，并在全省举行万
场演出”。省委宣传部“基层文化年”联
合调研组在安调研期间，随机观看过三
场演出后曾高度赞扬：这样的形式、规
模、效果在全国也不多见。近日，记者
走访了活动相关组织者及部分演职人
员，挖掘“千场演出”背后的故事。

“千场演出”与“百姓宣
讲”结合，既娱乐百姓生活，
又推动理论宣传

“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
流……”“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
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哎，毛主
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 5
月16日下午，阳光与细雨交织，安阳市
北关区养鱼屯社区来了一群客人，他
们是安阳市“中国梦·劳动美”千场演
出送基层的演出小分队。近百名居民
围坐在社区小广场上，尽管天降小雨，
也丝毫不影响大家观看演出的热情。

这仅是安阳市委宣传部、安阳市
总工会等单位组织的 2017 年“中国
梦·劳动美”千场演出送基层暨百姓宣
讲直通车活动中的其中一场。像这样
的演出活动，去年一年，安阳市共完成
了 1090 场，超额完成原计划 1008 场
的演出任务。

“文艺演出进基层，我们已坚持两
年，今年是第三年。”安阳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善飞告诉
记者。为丰富基层文化生活，从2015
年开始，市总工会在市委宣传部指导

下，联合市文明办、市文联、市文广新
局等单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劳模精神为引领，先后举办“百场曲艺
送基层”“千场演出送基层”活动，基层
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文化
大餐”。

“理论是枯燥的，我们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等内
容融入节目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宣
讲中国梦、劳动美，这样老百姓更容易
接受。”安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常
保利说。

“千场演出”贴近职工生
产生活，多数节目由职工编、
职工演、演职工

“一个个再普通不过的身影，为了
这座美丽的城市，默默地奉献着。劳
动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
懂得劳动、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收获
劳动、享受劳动，让每一位劳动者伸出
双手，托起我们心中的中国梦！”环卫
小品《谁最美》的旁白有力地叩击着观
众的心扉，使人陷入沉思。

《谁最美》只是千场演出送基层大
舞台诞生的882个原创节目之一。为
了让老百姓更爱看，在节目内容编排
上，安阳市总工会邀请市文艺、曲艺界
知名人士，以职工群众的亲身经历为

“蓝本”，指导职工文艺爱好者创作编排

了一系列贴近职工生产生活的佳作。
国家一级编剧赵秀琴，是千场演出

曲艺类节目的指导老师，经她创作改编
的作品就有十多部，其中，小品《职工之
家》《最亲娘家人》《有一种美德叫传递
温暖》等优秀节目，都出自于她之手。
赵秀琴经常深入基层一线与职工交流
沟通，并且一聊就是一整天。“送到基层
的节目，越真实，才越受百姓欢迎，想写
出好的剧本，天天坐在家里，是写不出
的，必须下去和他们一起……”

“通过企业、职工的身边小事，将文
艺演出与党委政府的政策方针宣讲有
机结合，发挥演出大课堂的作用，融文
艺欣赏与工会知识、法律知识等宣传普
及为一体，是我们千场活动的最大亮
点。”张善飞表示，千场演出活动也是安
阳市工会服务农民工的重要一环，“我
们将2017年确定为‘农民工维权帮扶
服务年’，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引导成
立农民工文艺爱好者协会，将文艺演出
活动覆盖到所有农民工群体。”

千场舞台既是文明传声
筒，又是“艺术训练营”

千场演出的舞台不仅给当地百姓
带来了欢乐，还培养了一大批职工艺术
家，催生了一批优秀作品，点燃了一大
批职工对文艺的爱好和高雅情趣的向
往，提高了职工艺术品位和综合素质。

60岁的国企退休职工王荣安，是
小品《职工之家》的主要演员之一。作
为一名“资深”文艺爱好者，退休后的
他还经常在广场上唱歌练声，后来毛
遂自荐参加工会活动并被推荐到千场
演出送基层参与小品表演。

话剧小品《快递哥》的主要演员李
刚，是安钢集团一名普通职工。2015
年，他自愿到百场演出团帮忙，他被艺
术“感染”，也开始参与演出。舞蹈《我
们工人有力量》、情景剧《好人就在身
边》《白衣天使》《夕阳红》、情景咏诗话
剧《传递温暖》等优秀节目，都有他的
身影。两年来，他从一名从未接触过
表演的普通职工，到志愿者到演员、从
普通演员到现在话剧小品的主角，李
刚完成了从普通职工到艺术团主要演
员的跨越。

王荣安和李刚只是千场演出团队
中的两个普通代表。两年来，就有近
2400名演员先后参加过演出活动，其
中，长期参与演出的演员有千余人，像
李刚这样从艺术零基础成长为骨干演
员的普通职工，就有数百名。

“千场演出团不仅把欢乐送到百
姓家门口，还肩负起了传播先进文化、
弘扬社会正气、塑造美好心灵、培育文
明风尚的重要职责，为推动安阳转型
发展、实现‘一个重返、六个重大’奋斗
目标和建设区域性中心强市提供了强
大的精神动力。”常保利如是说。8

5月 13日-14日，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安阳市人民政府、
安阳市体育局、汤阴县人民政府、汤河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等部门联合举办
的体彩·环中原2017自行车公开赛（汤阴站）暨第四届“韩庄杯”环汤河国家
湿地公园自行车赛，在岳飞故里汤阴县韩庄镇激情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了
安阳市及全国各地的500余位运动员参赛，300余名骑行爱好者体验了这一
赛事，让自然风光与竞技体育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据了解，本届环汤河国家湿地公园自行车赛是汤阴县首次与省体育局、
省体育总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省级赛事。8 杨之甜/文 郭佳佳/图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宋艳丽 王小东

岳飞故里故事多。5月15日，我们
来到千年古县——汤阴，探寻这里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群众文化工作。

“五风”主旋律
引领文化新风尚

今年春节以来，汤阴县严党风、抓
政风、淳民风、正村风、美家风，“五风”
建设浸润城乡。全县广泛开展“岳乡
榜样、汤阴模范”评选活动，一大批好
儿媳、最美职工、致富典型、优秀党员
等脱颖而出。

“今年的元宵文艺汇演让我感受
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精忠战鼓、跑帷
子等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传统民俗
节目，更重要的是看到我们自己选出
来的模范榜样代表台上坐！”回想起今
年的元宵文艺汇演，市民许晓民说。

今年元宵节，汤阴县举办元宵街
头文艺汇演，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汇
演全部由十乡镇各具特色的“五风”宣
传文艺队伍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观
礼台就搭在县政府门口。台上，几十
名群众身披红绶带，是刚刚评出的“汤
阴榜样”。台下，县领导一个不少。

漫步汤阴大地，但见各级各类宣传
文化阵地都在展示岳乡榜样的风采，讲
述汤阴模范的故事，文化韵味沁人心脾。

文化大院免费WiFi
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六覆盖”

“有了无线 WiFi，我们在文化大

院娱乐的同时，还能上网看新闻，查找
种植养殖技术。以前手机上网费流量
还得花钱，现在不仅免费还方便，老百
姓欢迎得很。”一说到县里给装的免费
WiFi，汤阴县白营镇大付庄村村民代
庆学便打开了话匣子。

走进大付庄村文化大院内，农村
书屋、文体设施、无线WiFi设备等一
应俱全，村里群众已经习惯每天来这
里看书、上网，到了晚上，文化广场上
的广场舞更是热闹非凡。

近年来，汤阴县在全县实施农村
基层文化服务中心“十个一”建设工
程，全面启动“汤阴文化大舞台”演出
活动，在全省率先实现所有行政村文
化大院免费WiFi全覆盖，“两馆一站”
常年免费开放。

全县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六个全
覆盖”：即村村建有农家书屋、村村文
化光纤网络畅通、村村文化大院免费

WiFi全覆盖、村村建有文艺队伍、村
村能开展文体活动、村村有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

文艺惠民送基层
群众“点菜”政府“买单”

“将士们御敌寇疆场效命，但愿得
靖边患狼烟扫平……”，来到了韩庄镇
张贾村，刚进村就传来了豫剧《三哭
殿》的戏词，原来是“舞台艺术送农民”
活动到村送演出，全村老少正坐在台
下津津有味的欣赏。

去年以来，汤阴县文化活动好戏
连台：共举办广场消夏晚会28场，百姓
宣讲直通车下乡巡演10场，纪念建党
暨长征胜利“文新杯”书画诗文大赛、
剪纸大赛、书香之家评选等20余项赛
事。特别是“书香之家”评选活动，在
全县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

正能量。全年放映农村公益电影3576
场、优秀电影巡演90场，开展“舞台艺
术送农民”20 场、“送戏下乡”22 场，

“汤阴流动大舞台”下乡演出60场。全
年文化惠民放映和演出等活动达5000
场，惠及40余万群众，滋养了家风、乡
风、民风。

据了解，这些文艺惠民服务都是
通过群众“点菜”政府“买单”的方式实
现的，公众由“被动式接受”向“主动式
表达”转变，促使基层群众真实文化需
求与政府公共供给内容对接。

政府投资六十万
编纂出版盛世经典

去年以来，汤阴文化工作者在如
何发挥本土文化优势，讲好汤阴故事
上下足了功夫，一批文艺创作精品相
继问世。

汤阴县政府投资60万元，编纂出
版了由11册地方文化专著构成的《汤
河文化丛书》，集中展示了汤阴历史文
化精华，在豫北地区产生了轰动效应，
被称为汤阴文化的盛世经典。大型民
俗节目《精忠战鼓》已经排演成功，舞
台剧《精忠报国》、豫剧《忠孝岳飞》《岳
母刺字》、现代剧《还是女儿好》将陆续
搬上舞台。《精忠报国》《翰墨诗鉴》《乡
土情》等一批文学书画作品相继问世，
汤阴县文学艺术创作蔚然成风。

“下一步，我们将以创建全省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积极发挥
汤阴本土文化优势，擦亮汤阴文化这块
金字招牌，一幅精美的文化画卷将在岳
飞故里这片大地上徐徐展开……”该县
文广新局局长张志勇说。8

河南省首届“金烛奖”评选揭晓
安阳五所学校、两名教师摘得荣誉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5 月 12 日，作为庆祝河南日报创刊
68周年活动的一项内容，河南省首
届“金烛奖”评选暨颁奖典礼在河南
大学民生学院大礼堂举行，来自全省
18个省辖市的百余所各级学校代表
参加颁奖活动，中央驻豫媒体负责
人、省内主要媒体负责人出席颁奖典
礼。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倡议并主
办的首届“金烛奖”评选，旨在树立正
确舆论导向，以榜样为引领，弘扬师
德师风，服务我省教育事业的发展。
活动自 2016年初启动，全省 700多
家幼儿园、小学、中学、艺校、中等职
业学校、高等教育学校等各类教育单
位和千余名个人报名参加。

经过初期申报、评委初选和专家
委员会终评三个环节，前后历时一年

半时间，最终有 100多所学校和 20
多名先进个人脱颖而出，分别获得

“十佳教育工作者”“十大新锐教育工
作者”“最具影响力典范名校”“高质
量就业示范高校”“教育改革先锋学
校”等10个奖项称号。其中，安阳学
院、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安阳市幸福
中学、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安阳市
钢三路小学分别获得校级荣誉，安阳
市幸福中学朱卫红、安阳市钢三路小
学石艳丽分别荣获个人荣誉。

在当晚的颁奖现场，黄河科技学
院附中的大型合唱《共筑中国梦》、南
阳理工学院器乐演奏的《新赛马》、焦
作大学的舞蹈《我的祖国》、河南大学
民生学院教师表演的《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为全省教育工作者献上了精
彩的礼物。这些节目均由获奖学校
的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完成。8

安阳中医人热心公益成常态

本报讯（通讯员 何佳莉 王露）
5月13日，安阳市中医院与安阳市红
十字会、安阳市中医院共青团委共同
组织的造血干细胞采血入库活动在
该院举行。来自医疗、护理、医学检
验、影像、行政等科室的30余名医务
人员成功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

至此，从该院院长张立峰累计献
血 11000毫升到普通职工代表霍凤
君累计献血 3400毫升，从临床综合
支部副书记张慧燕获得市卫生系统
优秀党员，到普通职工李跃峰获得义
务献血金质奖章，该院对义务献血、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的呼吁和行动
落实网格化效应突显，目前已形成了
一支100余人的义务献血人员队伍，
每年保证为市中心血站输送数十万

毫升血液。
2016年 6月 25日，安阳市中医

院康复科护师张慧燕赶赴省会郑州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也是该市卫
生系统首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她捐献的“生命种子”挽救了一位白
血病患者的生命。全院职工在感动、
佩服张慧燕的同时，纷纷向院党委表
达自己也想贡献自己力量，造福社会
的迫切心情。

经过多方协调，去年 11 月 30
日，该院将献血车请到了中医院，与
安阳市中心血站联合开展了首次职
工义务献血活动。在探索院站联手
献爱心的模式的同时，为使此类公益
活动常态化，该院又接连数次发出倡
议组成安阳中意志愿服务队，全面投
入到各项公益活动中。8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申万宏）“福喜是好样的！这
几天，从朋友圈看到福喜在广州开车
时帮助误上公交车小孩找到父母的
消息后，俺村群众都为福喜感到骄
傲，也为村里能有这样的好青年感到
光荣。”5月13日，记者在张福喜老家
采访时，安阳县崔家桥镇宋村屯村党
支部书记张海印高兴地说。

日前，一则“4龄男童独闯公交
司机大佬变‘暖爸’”的新闻经广州
媒体报道并在网上传播后，不仅在
广州市民的朋友圈广为传播，司机
张福喜老家的网友朋友圈也被刷

屏，纷纷点赞公交司机张福喜乐于
助人的事迹。

据张福喜回忆，小男孩因贪玩误
跑上了公交车，父亲许先生在发现儿
子不见后马上报了警，正当全家到处
寻找儿子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便立即赶到公交总站，看到孩子和父
母团聚，张福喜这才舒了一口气。事
后，孩子的家长许先生还专程给张福
喜送来了一面印有“找回亲子 爱在
人间”的锦旗，以表谢意。

“这没什么，我刚好遇到了，只是
做了我该做的事。”谈起助人的初衷，
张福喜说。8

羊城幼童误上公交车 河南师傅帮助寻亲人

安阳县籍司机张福喜粤豫两地获点赞

岳飞故里故事多——

汤阴县精美文化画卷徐徐展开

图片新闻

“千场演出”走进社区乡村 寻常百姓享受“文化大餐”

“中国梦·劳动美”
巡回演出叫响古都安阳

“千场演出送基层”巡回演出走进职工文体中心项目基地 周惟刚 摄

汤阴县元宵节汇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