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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观察记者 李林
本报通讯员 王炎军

从“黑色”向“绿色”转变；从“资源型”
向“生态型”转变。伴随百城提质，新密在
悄然发生改变，一座“山水城”正走进人们
的视野。

山如堂者密，溱洧二水聚。为实现城
市建设提质，新密充分利用域内青山众多
的优势，因地制宜，做足生态山水文章。同
时，以路网建设、城区教育补点、城乡污水
处理体系构建、出入市口集中整治、精品街
道改造等为重点，高标谋划，着力打造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新密次中心，提升城市品质，
建设全国一流县城。

“依山傍水”，生态之美。新密属浅山
丘陵地区，该市以现有生态屏障北部摩旗
山、嘹歌山，西北双牛山、伏羲山，西部凤凰
山，西南柏崖山、香山，南部九里山、大鸿
山、岐伯山，城区云蒙山、战鼓山、青屏山、

雪花山为依托，完善森林生态系统，统筹山
上山下、城镇乡村、道路河流、造林造景，高
标准建设新修道路生态廊道，高规格发展
农业示范园，实施廊道绿化115公里，完成
生态林营造2.4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4%，形成“绿色屏障+廊道+示范园”的特
色森林生态格局。

山水依依，灵秀之美。该市“扩充水
源、改善水质、扩大水面”，实施了引水入
密、河道治理、溱水河、双洎河生态景观等
生态水系建设，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冲沟
及湿地公园建设，增强水资源涵养保障能
力。主城区依托子矜湖、云蒙湖、小青河、
双洎河，形成“山在城中、以水贯城”的生态
县城景观。东部新城投资35亿元的溱水
河治理全面开工，将成为新城区集休闲娱
乐、文化旅游、生态湿地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水景长廊。

“一城六点”，发展之美。新密高标准
规划市域空间布局，“一城”即中心城区，有

建成区和城东新区，城东新区规划面积40
平方公里，以占地6000亩的战鼓山、云蒙
山、云蒙湖“两山一湖”山水生态公园为核
心，建设以文化创意、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绿
色、集约、高效新城区，打造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新密次中心新的空间支撑；“六点”有
新密新城（产业集聚区）、刘寨城乡一体化
先行示范区、伏羲山生态休闲旅游区，超
化、大隗、白寨中心镇等，产业布局、休闲旅
游等片区功能特色分明。

“互联互通”，开放之美。以全域交通
路网体系建设为先导，新密市重大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速发力。市域骨
干路网形成“八纵八横”布局，建设商登高
速、S317、S541等干线道路259公里，全市
高速出入站点达到14个，中心城区周边形
成郑少高速、郑尧高速、商登高速和焦平高
速四面合围的15分钟高速圈。中心城区路
网密度大幅提升，投资20.6亿元，打通断头
路、新修城市支路55条，已完成投资7.9亿

元。提升改造精品街区、城市出入口10个。
“城乡一体”，洁净之美。作为全国

100个城乡污水处理示范县（市）之一，新
密坚持把城乡污水一体化处理作为城市提
质工程的重中之重，加快构建管控运营中
心，城市、乡镇、新型农村社区、行政村、居
民点等城乡污水“1+5”处理体系。总投资
21亿元，建设污水处理厂、站、点 1100多
个，新增日处理污水16万吨，实现日处理
污水25万吨。目前，已建成污水处理管控
运营中心，开工建设城市西区污水处理厂、
2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和49个村站点。

提升城市品质，新密市坚持项目建设
总抓手，2017 年至 2019 年，共谋划项目
364个，计划总投资2698亿元。2017年已
开工185个，实施中医院、妇幼保健院暨儿
童医院、一高新校区等公共服务项目 25
个，集中开工公办中小学幼儿园13个，轩
辕圣境文旅小镇、红石林 4A景区等产业
项目规模效益已初步显现。7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何可）1月6日上午，唢呐齐鸣，锣
鼓喧天，巩义市竹林镇的报喜车驶进小关镇小关村，30岁的
好媳妇崔雅娟披红戴花手捧喜报回到娘家。崔雅娟的父亲在
邻居们羡慕的眼光中乐呵呵地接过红绸披挂写有“教女有方”
的牌匾，挂在自家堂屋之上。

“好媳妇”标兵评选是竹林镇“十好”标兵评选其中一项。
“十好”包括“好党员、好团员、好干部、好职工、好居民、好民
兵、好少年、好夫妻、好媳妇、好家庭”，评选已经坚持了34年。

“表彰一人，要起到教育一方的作用。”竹林镇党委书记赵
明恩说，“隆重、热烈的送光荣匾的场面，使十里八村的乡邻们
关注好儿媳的事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教育群众、引导群
众的过程。”

通过持之以恒的“十好”评比，竹林镇共表彰近万人次，树
立了一大批各个层面、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典型，促进了家庭和
睦、社会和谐，带动了文明乡风的形成，为竹林镇经济社会的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该镇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文明镇。7

巩义竹林镇

评出好媳妇 喜报送娘家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何可）1月10日，记者从郑州市政
府获悉，在首届中国地情论坛、首届全国名村论坛上，郑州市
金水区《陈砦村志》喜获中国名村志工程奖。全国共有27部
村志入选中国名村志工程奖，《陈砦村志》是我省唯一获此奖
项的村志。

郑州市金水区陈砦村是郑州市历史悠久的村庄之一，也
是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活标本”，辖区内陈砦蔬菜批发市
场和陈砦花卉批发市场在全国享有很高知名度。

据介绍，《陈砦村志》于2017年 3月份启动编纂，11月份
定稿。其间，六易其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专家先后五次反
馈修改意见。《陈砦村志》以新型城镇化建设“活标本”的独特
优势，志书编纂篇目设置科学合理、内容记述突出“名”和

“特”、资料来源丰富多样等特点，顺利入选中国名村志文化工
程。

据了解，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是于 2016年 11月正式启
动的重大国家级文化工程，纳入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2015—2020年）工作部署，旨在全面翔实记录新型城镇化
进程，保护抢救、传承保存、开发利用宝贵的村落文化。7

《陈砦村志》获
首届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奖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徐建勋 何可）1月4日，郑州市出
台加快国家中心城市重大项目建设的意见，强力推进“一中枢
一高地六都市”建设，确保顺利实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各项
发展目标。

据介绍，郑州将加快实施国家中心城市重大项目 3461
个，总投资43659亿元，其中总投资100亿元以上项目70个，
50亿元—100亿元项目107个，1亿元—50亿元项目780个。

这些事关全局、具有较强引领带动作用的重大项目属于
“一中枢一高地六都市”建设的重点。“一中枢一高地六都市”
是指国际综合交通物流中枢、现代产业发展高地、活力都市、
现代化都市、国际化都市、文化都市、生态都市和幸福都市。

按照计划，2020 年年底郑州要累计完成投资 29017 亿
元。其中，国际综合交通物流中枢建设有217个项目，完成投
资2738亿元；现代产业发展高地建设涉及项目768个，投资
6361亿元；活力都市建设突出抓好169个项目，投资1178亿
元；现代化都市建设项目758个，投资4624亿元；国际化都市
建设有39个项目，投资462亿元；文化都市建设项目180个，
投资 2893亿元；生态都市建设项目 317个，投资 1249亿元；
幸福都市建设项目1013个，完成投资9512亿元。

据了解，郑州将持续在国际化都市、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
等重点薄弱领域，开展集群招商、精准招商，为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长远发展增强后劲。7

郑州

4.3万亿元重大项目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徐建勋 冯刘克 通讯员 穆文涛）
全国首家女书书法培训基地揭牌、书画小镇项目建设启动……
近年来，郑州市上街区大力实施“双百工程”，通过建设文化阵
地和文化队伍，推进文艺精品创作和人才培养工程，抓好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发展等工作，力促区
域文化活动繁荣发展，再上台阶。

据了解，上街区去年全年开展“双百工程”文化惠民演出
253场，开展高雅艺术进社区、进校园活动，举办大型文艺晚
会50场；打造区域文化新品牌，举办“上街区第一届社区文化
艺术节”“《醉美·飞翔·榜样》摄影展”等大型展览20余场。

为全面提高干部群众的综合素质，上街区以专家培训带
群众骨干，以群众骨干带普通群众，以活动展演促文化培训，
以文化培训促提升水平，成功组织举办合唱、声乐、扇子舞等

“双百工程”文化艺术集中培训8期，以四级联动方式开展各
门类“双百”文艺培训300余期，着力打造德艺双馨的文艺人
才队伍。

上街区还注重打造品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依托石咀
村和马固村在传统书画方面的优势，规划建设文化艺术小镇
并举办第一届文化艺术节，实施文化项目建设引领产业发展，
采取互联网+艺术的商业运作模式，增加农民收入。通过举办
各类书画展、笔会、文玩交易交流集市等活动扩大艺术小镇在
周边地区的知名度。目前，全国首家女书书法培训基地和非
遗项目麦秸画培训及生产基地已落户艺术小镇。7

郑州上街区

“双百工程”助力文化繁荣发展

舞动心灵的歌唱
——中牟县“双优”“双带”文化惠民工程侧记

2017年，中牟县启动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规模最广的文化惠民工程，通过优秀传

统文化和优秀文化作品，带动传统文化发掘传承，带动乡风民风改善，助推中牟由文化

大县向文化强县跨越

信息速递

从“黑色”到“绿色” 从“资源型”向“生态型”转变——

新密悄然变身“山水城”

□郑州观察记者 杨凌
本报通讯员 张效强

他们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文

化使者”；他们是甘于奉献、志愿

服务的文艺“轻骑兵”；他们是中

牟县“双优”“双带”文化惠民的

演出团队。一年内，他们走遍全

县所有社区、行政村，行程3万余

公里，演出255场，惠及群众40

余万人次，圆满完成全覆盖任

务，叫响了一个崭新的文化品

牌，成为中牟大地上一道亮丽的

风景。

2017 年新春伊始，中牟县

委、县政府将文化惠民作为构建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从

文化产品供给侧推进文化惠民

工程精准对接，启动了当地有史

以来力度最大、规模最广的文化

惠民工程，通过优秀文化作品的

传播，带动传统文化发掘传承，

带动乡风民风改善，有力推动了

中牟由文化大县向文化强县的

跨越。

2017年 12月 29日晚，中牟县新世纪广场丝竹声声
鼓乐阵阵人潮涌动，中牟县庆元旦暨“双优”“双带”文化
惠民工程汇报演出正在这里举行，现场千余名群众共同
观看了精彩的汇报演出。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来的热烈
掌声，为该县2017年“双优”“双带”文化惠民活动画上
圆满的句号。

以“2017全覆盖、2018再提升、2019成规模”为总目
标，中牟县计划每年投入800万元专项资金，运用“文化服
务政府购”“文化产品超市选”“文化团队本地化”等多种形
式，着力打造文化惠民品牌，不断丰富基层文化供给。

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全力实施“双优”“双带”文
化惠民工程，由专业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志愿者组建三支
文艺团队，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倾听民声民意，节目内容
创作紧贴全县人民生活实际，融合当地传统文化，建立

一个涵盖舞蹈、杂技、戏曲、曲艺、情景剧、诗朗诵等多种
艺术种类，多达500个文艺节目的节目超市，根据群众
需求，时时更新，真正让群众“按需求点单”。

原创戏曲小品《社区新唱》，集中反映了该县新型城
镇化建设成效；原创节目折子戏《孔子回车》，讲述了一
个发生在中牟的历史故事，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
智慧，通过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把优秀传统文化呈现
在观众面前；小品《墙头记外传》讲述了兄弟二人从开始
的不孝，到经过政府工作人员教育帮助下争抢养母的故
事，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小品《懒汉脱贫》突出
了“扶贫先扶志”的主题思想……一个个优秀的文艺节
目，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真正做到了打造一个
好节目，教育群众一大片的目的，有力带动了传统文化
的发掘传承和乡风民风的改善。

文化团队在黄店镇黄店村演出时，发生了感人的一
幕：一位白发苍苍的农村妇女合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乐曲的节拍，深情击掌吟唱。整台晚会在歌舞
《妈妈教我一支歌》后结束，尽管已是夜里10点钟，寒意
渐浓，许多观众依旧不愿离去。有五六位大娘、大妈在
原地站了很久，恋恋不舍，边走边说，这一辈子也没有在
家门口看到过这么好的演出。

一次在大孟镇的演出中，一位耄耋老人边看节目
边擦拭眼泪，原来老人是触景生情，想起儿女在日常生
活中对自己的种种责怪，泣不成声。同样的情景，在雁
鸣湖镇演出时也发生了，台下观众观看反映两个儿子
不赡养母亲的小品《墙头记外传》时，都愤愤不平地说，
真应该让某某兄弟过来看看，这演的就是他们两个。
连县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事了，他们要是不改，看今后

咋出门。
演出团每到一处，百姓都给予热烈欢迎。初春时

节，天气乍暖还寒，看到演员们穿着薄如蝉翼的演出服，
冷得瑟瑟发抖，乡亲们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演员披
上；炎炎夏日，酷暑难耐，乡亲们就送上清凉的西瓜、苹
果和矿泉水给演员们解渴。为维护好演出现场秩序，乡
镇、街道派出自己的巡防队员，村组干部也积极组织人
员协助。

穿越风雨、走过四季，“双优”“双带”文化惠民工程
已深深扎根在百姓心底，从起步阶段需要组织群众观
看，到后来演出团队每到一处，大家都争相前来结伴观
看。精彩的节目让观众流连忘返，提起“双优”“双带”，
老百姓纷纷反映“没看够”“不过瘾”。大家对演出团队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啥时候再来？”。

在中牟县“双优”“双带”文化惠民演出过程中，演出
团队里发生的一幕幕乐于奉献、温暖人心的故事，回想
起来至今令人感动不已。

舞蹈编排是一件既苦又累的差事，面对大量的舞蹈
编排任务，还在哺乳期的舞蹈老师李梦雨多次让母亲和
婆婆把四五个月大的孩子带到排练现场喂奶。“七一”晚
会排练时骄阳似火，“八一”汇演排练时暮色沉沉，她的
母亲、婆婆和孩子一直陪着她到排练结束。

演员商小青在演出中得知父亲突然去世，她忍着悲
痛坚持到演出结束。匆匆赶到医院的她，面对父亲冰冷
的遗体失声痛哭。从舞台的架子上掉下来坚持工作的
王金明，烫伤脚依旧忍痛演出的路瑶，高温下坚持表演，

刚走下舞台就晕倒的孙金悦，膝盖有滑膜炎平时走路都
困难但仍坚持演出的王爱花，家有长期卧床95岁的老母
亲需要照顾但从不缺席演出的闫国峰……演出团队中，
一个个这样的榜样，一幕幕感人的情景激励着大家，鼓
舞着大家。

从初春到寒冬，一路走来，这支队伍在习近平总书
记的系列讲话精神鼓舞下，一路春风荡漾，挥洒着文化
惠民的欢声笑语，托举起中牟文化的一片鸟语花香，无
限春光。

一支敢于拼搏，能征善战，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演
出队伍，正成为优秀文化、先进文化的使者，成为推动中
牟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7

非遗《孔子回车的传说》

文化下乡给群众带来许多欢乐

群众喜欢啥，我们就演啥

我们都没看够，你们啥时还来

你们的笑容，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

具有专业水准的演出

演出后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