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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孙志平
宋晓东 史林静

焚一炷清香，轻抚古琴，一曲卧
龙吟凤翥万里长天。“三五夜花前月
明，十四弦指上风生”，点点琴音如古
泉流水，晶莹剔透、流畅婉转，从农家
小院中飘出，听之心旷神怡。

眼前这个手抚琴弦、素衣飘逸的
90后少年叫徐亚冲，是一个生在农
村、长在农家，地地道道的兰考农村
男孩。连他的父亲徐老大都没想过，
几辈子挖土种地的庄稼户，竟能出来
个弹琴制琴的少年郎。

在兰考，一棵树改变了兰考，也
改变着一代人的命运。

桐木奏响琴瑟之声

河南兰考，横卧黄河故道旁，上
百年来风沙、内涝、盐碱，是这里百
姓难以忘却的伤痛，记录了一代兰
考人逃荒要饭的窘迫与辛酸。50多
年前，为防风治沙，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在这里带领群众种下泡桐
苗。

半个世纪，兰考人踏着焦裕禄
的足迹栽树不止。历经风沙与岁月
的洗礼，如今兰考的泡桐已是林茂
叶密。这些寄托着兰考人与恶劣环
境抗争昂扬斗志的泡桐树，今天已
被发掘制成琴瑟琵琶，雅乐清音传
天下，一弦一曲间改写着兰考人的
命运。

“长在黄河故道沙土中的泡桐，
纹路清晰，声学品质和共振性能好，

板材音质奇佳，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
的。”开封中原民族乐器有限公司总
经理代胜民说。他的父亲代士永被
称为兰考民族乐器“第一人”，就是他
将兰考的泡桐做成乐器，推向全世
界。

代胜民说，因为泡桐多，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兰考出现了一批木匠，他
们把泡桐做成烧火做饭用的风箱、电
线闸刀的闸盒，带到城市去销售。一
次在上海，代士永卖的风箱偶然间被
上海民族乐器厂专家发现，风箱拉动
的声音清脆悦耳。他们将风箱拆下
做成音板，乐曲悠扬轻柔，从此泡桐
在民族乐器加工行业一炮走红。

世世代代的庄稼户，放下镰刀，
拨起琴弦，泡桐奏出的乐曲谱写出兰
考新时期的发展奇迹。

上世纪 90 年代起，兰考徐场村
村民纷纷学做乐器、开乐坊。目前，
徐场村有乐器厂 54 家，从业人员
600余人，可生产 20多种民族乐器，
产值超过 1.2 亿元。全村人均增收
5000元，成为全国知名的“民族乐器
村”。

新机遇磨砺兰考新一代

琴瑟铮铮，铿锵慨鸣。只有见证
过兰考人战天斗地的泡桐木，才奏得
出兰考人那不屈不挠的坚强和干
劲。

2000 年，兰考民族乐器在市场
竞争中迷失，一些厂家为抢夺市场，
争相低价销售、以次充好。代胜民
说，价格仗最激烈时，在兰考1000元

可以买 3 台古筝，假冒仿冒十分严
重，导致兰考乐器被扣上粗制滥造的
帽子。

兰考县民族乐器行业协会会长
汤二法说，兰考的优势是泡桐，但那
时兰考既没名牌，也没名师，别人都
说“兰考穷得不得了，捣鼓不出高雅
乐器”。

“做不出好琴，都对不起焦书记
在兰考栽下这好桐树。”打造兰考自
己的乐器品牌，激发出了刻着兰考印
记的工匠精神。

几年间，兰考外出学习制琴多达
几百人，学到核心技术后回乡抱团发
展，打造兰考品牌。徐场村村民郭爱
玲制作古筝近十年，之前一直给品牌
厂商代加工，每把琴的利润只有几百
元，去年她注册自己的品牌“天赐之
音”，现在利润翻了几倍。

如今的兰考再也不是那漫天黄
沙、遍地盐渍的苦穷之地，听着焦裕
禄的故事，伴着泡桐一起长大的兰考
新一代，用自己的努力一点点改变着
兰考的面貌，改写着自己的命运。

唱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脱贫了、富裕了，兰考人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却越来越强烈。

初秋，午后，烈日的劲头丝毫不
减。还未走进兰考固阳镇的民族乐
器展厅，就能听到数十把古筝或铮铮
清脆的嘹亮，或低婉悠扬的低吟，不
时间杂几声生涩的鸣音。

推开门，眼前一亮。20 多个卷
着手指、盯着乐谱的小朋友，一下一

下认真拨动琴弦。他们中最大的不
过十三四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有
的小脸上挂着汗水，有的男孩鼻头上
还蹭着灰，可个个满脸认真。固阳镇
第一初中八年级学生靳笑晗从开班
就在这里学琴，“去年暑假同学们比
着去郑州、上海玩，今年好多同学都
来学古筝了，比谁会弹的曲子多。”

这是固阳镇组织的公益性乐器
培训班，免费教孩子弹琴，一个暑假
就有200多孩子报名。在兰考，民族
乐器产业不仅带动了经济发展，更培
养着兰考的文化氛围。

一个人、一棵树，改变了一座城，
推动了一个产业，张扬了一种精
神。

琵琶声声铮鸣，急切如雨打芭
蕉，激烈如金戈铁马。在某大学的一
角，19岁的兰考女孩徐思情坐在石
凳上，弹奏着琵琶。虽没有华美的舞
台，但她纵情沉浸，声声震耳。徐思
情的父母都是残疾人，4年前虽然家
里还是贫困户，但为培养她，父母省
吃俭用供她学琵琶。徐思情如愿考
进大学专修琵琶表演，徐家的琵琶坊
也越办越大，2015 年彻底摘下了贫
困帽。

徐思情说：“毕业后，我要回村里
教更多的孩子学琵琶，让我们村不光
人人会做乐器，人人还会弹乐器，人
人都能欣赏音乐的魅力。”

反手拨动琴弦，悠悠琴音飘扬而
出，低吟絮语，好似吐露着兰考人对
焦裕禄那绵远深长的怀念，吟唱着兰
考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9月 19日，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商务部于日前公
布了2017—2018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名单，我省有6家企业入选。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这6
家企业有2家为网上零售类公司，分别
为 ：郑 州 云 顶 服 饰 有 限 公 司（逸 阳
www.esey.cn）、河南新华书店发行集
团有限公司（云书网 www.iyunshu.
com）。其余 4家为电商服务类公司，
分别为：河南鲜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鲜易网 www.xebest.com）、河南中
钢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中钢网www.
zgw.com）、郑州蓝普实业有限公司（蓝
普www.lp-industry.com）、郑州悉知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工厂网
www.gongchang.com）。

上半年我省电子商务交易额6085
亿元，同比增长 22.9%；全省新增认定
备案电商企业 540 家，累计达到 5369
家；新认定 32 个省级电商示范基地，
107家省级示范企业。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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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公布2017—2018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我省6家电商企业入选

本报讯（记者 苑海震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惠晓晗）9月 19日，由省委组
织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打造的“中原人才
工作”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众号应时而
生。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提出并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推动改
革创新，加快形成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充分迸发的体制机制，以制度环境、政
策环境的优化激活人才这一池春水，全
面提升人才发展水平，为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

“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众号有“人
才资讯”“人才政策”“人才服务”三个菜
单栏，设有“高层声音”“政策聚焦”“人
才需求”“学习园地”“各地传真”“真知
灼见”“人才评选”“人才风采”等八个子
栏目，致力于打造成为河南人才政策权
威发布、深度解读平台，延揽人才、招才
引智平台，人才工作动态和经验展示、
交流平台，人才互动服务、吸纳联系平

台。未来，该公众号还将进行“升级”，
用户在此就可进行信息查询、预约办理
等操作。“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众号将
搭建起人才工作部门、用人单位和各类
人才之间的沟通桥梁，全面助力我省人
才工作再上新台阶。

伴随着“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众
号的上线，河南日报微信矩阵再添新成
员。此前，河南日报微信矩阵已拥有河
南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金水河观澜微
信公众号，还有与省纪委联合出品的

“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中原人才工
作”微信公众号是继“河南两学一做”

“河南驻村”之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
省委组织部联合推出的又一重磅微信
公众号。目前，这些知名品牌已拥有
100万忠实拥趸。

省委组织部、
省教育厅、省科技
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科
协以及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有关领导出
席上线仪式。③4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9月
19日，洛阳市政府分别与中国中信集团
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支持洛阳市加快中原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建设。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中
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炯，中铁
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喜胜出
席签约仪式。

按照中信集团、中铁十五局与洛阳
市政府签订的《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中信集团将发挥在装备制造、金
融、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深
化与洛阳市的战略合作；中铁十五局将
立足集设计、投融资、施工、科研于一体
的大型国有建筑工程总承包企业的综
合优势，在重点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投融资、轨道交通营运等方面，进一

步深化与洛阳的战略合作。
按照洛阳市政府与中信银行签订

的合作协议，双方将按照市场化运作、
风险共担、收益共赢等原则，设立 500
亿元信洛城市创新发展基金，满足洛阳
城市发展建设资金需求和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洛阳片区融资需求，建
立政府资金市场化运作和国有资本保
值增值的运营机制。

签约仪式后，洛阳市还举行了地企
合作联席会议 2017年第四次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洛
阳市加快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
的若干意见》，持续深化地企合作，为加
快建设副中心、着力打造增长极聚力加
力。会上，共签约合作项目（协议）113
个，涉及119家企业、7家高校及科研院
所、17个县（市、区）政府或产业集聚区，
协议总金额585.04亿元。③6

本报讯（记者 刘勰）9月 19日，省
委组织部举行法律顾问聘任会议，省委
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出席会议并为受
聘法律顾问颁发聘书。

孔昌生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进程，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是推
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组织部
门作为党委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
需要进一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选贤任能、集聚人才、夯实基础。

孔昌生对受聘的法律顾问表示祝
贺，并希望他们为提升全省党的建设和
组织工作法治化水平积极建言献策、贡
献智慧力量。坚定正确政治立场，切实
把讲政治贯穿到法律顾问工作的全过
程各方面；尽快熟悉党内法规，为依法

合规开展工作打牢政策理论基础；充分
发挥顾问作用，履行好咨询论证、审查
把关和教育引导职责；严格遵守法律顾
问职业道德，自觉维护法律顾问和组织
部门的良好形象。

孔昌生强调，省委组织部部务会要
高度重视法律顾问作用的发挥，各处室
要支持参与法律顾问工作，相关处室要
加强服务管理，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
供必要条件、营造良好环境。要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在组织系统营造尊法、重
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郑州大学苗连营、国家检察官学院
河南分院田凯、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史国
政等 3位同志受聘为省委组织部法律
顾问。会上，苗连营代表受聘法律顾问
作了发言。③6

中信集团中铁十五局中信银行与洛阳签约

支持洛阳加快副中心城市建设

省委组织部举行法律顾问聘任会议
孔昌生为法律顾问颁发聘书

“中原人才工作”微信公众号上线
河南日报微信矩阵再添新成员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是迈向复兴的新长征。这是

踏石留印的实干兴邦之路。

沿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的足迹回访，深圳莲花山公

园里，五年前总书记挥锹铲土种下的

高山榕如今长得挺拔而茂盛；大理古

生村旁，“立此存照”后愈益清澈的洱

海风景如诗，涛声隽妙；格尔木的长

江源村，村民们至今聚在一起还在聊

着总书记来家时的情景……各地日

新月异的可喜变化、人们昂扬奋发的

精神劲头，成为这五年改革发展的生

动注脚，勾勒出中国社会转型跨越的

壮阔场景，映照着习近平总书记引领

民族复兴的奋进足迹。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十

八大以来，从白山黑水到琼海三亚，

从田间地头到边关哨所，习近平总书记

的脚步踏遍神州大地。为了如期实

现脱贫攻坚的目标，他先后前往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到困难群

众家中拉家常，问细账，解忧难。王

宪 军 、吕 侯 生 、郭 永 财 、徐 学 海 、申

格 ……这是一张充满温度的走访名

单；“建新房多少钱”“出山多长时间”

“粮食够不够吃”“灾后重建怎么样”

“孩子有没有学上”……这是一张无

微不至的暖心清单。“为政之道，以顺

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在“以人民为中心”的

执政理念下一步步变为现实。

足迹中有对人民群众的牵挂，也有

对治国理政的思考。五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所走过的地方，见证着“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风格，也

标注着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新路。从

十八大后第一次外出考察首选广东，

誓言“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宣

示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到在江

苏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展开“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再到规划雄安新

区千年大计，做出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在改革

发 展 的 主 战 场 、治 国 理 政 的 第 一

线，由小见大，以点带面，深入浅出

阐 述 治 国 理 政 新 理 念 新 思 想 新 战

略 ，亲 自 谋 划 推 动 重 大 战 略 、专 题

部署重大任务。在取得历史性变革

的这五年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团结带领 13亿多中国人民，解

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

如足践之。”五年来，总书记的嘱托，

转化成砥砺奋进的行动，呈现为振奋

人心的变化。四川雅安灾后重建，白

墙青瓦浴火重生；江西井冈山不忘初

心，脱贫攻坚率先“摘帽”；长江黄金经

济带横空出世，擎起绿色发展绿色生

活新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如火

如荼，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一

张蓝图绘到底”的信念，“一分部署九

分落实”的担当，正是各地各部门“四

个意识”的体现，也让人民群众有了

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让我们牢记自己肩负的责

任使命，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以

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坚实脚步引领复兴之路

泡桐奏响的“命运交响曲”

本报讯（记者 董娉 通讯员 赵
晶晶）9月 18日，记者从郑州铁路局
获悉，9月 21日起，郑州铁路局将启
用新列车运行图，新增直通旅客列
车 2 对、新增高峰线列车 4 对，部分
列车更改了车次。

据悉，在新的列车运行图中，将
首 开 郑 州 往 返 南 昌 高 铁 列 车 ，
G2043 次 15：21 从郑州东站发车，
20:48 到 达 南 昌 西 站 ；G2044 次
8:55 从南昌西站发车，14:00 到达
郑州东站。新增北京、贵阳方向高
峰线高铁列车4对，分别为北京西—
郑州东 G4565/6 次；北京西—郑州
东 G4567/8 次；北京西—洛阳龙门
G4569/70 次 ；郑 州 东 — 贵 阳 北
G4541/2次。

同时，此次调图，部分直通旅客
列车更改了车次，分别为：北京西—
西 安 北 G657/668 次 ，车 次 改 为
G89/90 次 ；上 海 虹 桥 — 兰 州 西
G1912/3 次、G1930/27 次，车次分
别改为 G1970/1 次、G1972/69 次；
上 海 虹 桥 — 西 安 北 G1916/7 次 、
G1934/1次，车次分别改为G1974/5
次、G1976/3次。

郑州铁路局温馨提醒，列车运
行图调整后，具体车次、到站、时刻
均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或车站公告为准。由于国庆、
中秋“双节”出行客流量较大，建议
广大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客户服务
中心 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
渠道购买节日期间往返车票、连乘
车票，提前到市内各大火车票代售
点或各大车站售票处换取纸质车
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③6

郑州铁路局将启用
新列车运行图

□牛书培 摄影报道

9月 17日晚，市民在许昌市新建的“智
慧阅读空间”阅览图书。近期，许昌市启动建
设了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阅读空间”。到
今年年底，11座闪烁阅读之光的“智慧阅读
空间”将全部与市民见面，给市民业余时间阅
读提供便利条件。⑨6

阅读之光
照亮夜空

更多内容请扫一扫

凭读者证、身份证市民便可借阅书籍

“智慧阅读空间”座无虚席

9月 19日，宜
阳县锦屏镇在观摩
活动中查看并学习
村级档案资料规范
化管理。为提升基
层党建科学化水
平，该县在全县开
展了“逐村观摩 整
乡推进”活动，引导
各村相互交流学
习，促后进，树典
范。⑨6 田义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