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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人
们的印象里，钧瓷总是些尊、瓶、炉、鼎
等高雅艺术品。在钧瓷的故乡——禹
州市神垕镇，青年钧瓷艺人徐克宁大
胆创新、刻苦攻关，首创钧瓷养生壶，
使钧瓷这一堪称国宝的艺术品放下

“架子”，成为日常实用品而走进了寻
常百姓家。

创新让钧瓷有了新用途

出生于禹州市神垕镇钧瓷世家的
徐克宁，从5岁起就跟着时任国营钧瓷
厂负责人的爷爷徐金铎看钧瓷的制
作。耳濡目染使他对钧瓷的制作从好
奇到热爱。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徐克宁家建
起了钧窑。喜欢钧瓷制作的徐克宁更
是埋头于制作车间而废寝忘食。虽然
制作出来的件件都是艺术精品，也带
来不少收入，但徐克宁渐渐地不满足
起来，他总觉得钧瓷制作应该还有发
展空间。

一天，他陪同省里某领导在自家
的钧瓷厂考察。领导一句话让他茅塞
顿开：“你们这里都是艺术瓷，能不能
烧制日常用瓷？”

“对呀，让钧瓷产品走下‘神坛’，
走进普通百姓家，不就是一条让钧瓷
继续发展的路子吗？”徐克宁决心探索
创新，走出一条让钧瓷不仅是艺术品，
还是日常实用品的创作道路。

可到底该做什么实用品呢？徐克
宁又犯了难。一次到朋友家串门，这
个朋友用一套精美的景德镇茶具招待
他。徐克宁眼前一亮：“用钧瓷制成茶
具，不就是一种创新吗？”

不久，徐克宁按照自己的思路，试
着烧制了一些茶具,送给亲朋好友试
用。大家反馈说，钧瓷茶壶好看是好
看，也结实耐用，但有的壶盖密封不
好，有的壶流水不畅。这些问题不解
决，就很难在市场上立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徐克宁专
门去了江苏宜兴，向紫砂壶制作大

师请教。
经名师指点和刻苦练习，徐克宁

掌握了各类茶壶的制作要领，解决了
诸如壶盖与壶身的严密性、茶壶出水
量大小、壶嘴与壶把儿水平线的一致
性以及高温烧制时壶口易变形等技术
难题，做出了理想的茶碗、茶壶、水杯
等茶具。

创新让钧瓷变身养生壶

钧瓷茶具的成功烧制，得到了同
行和社会的认可，钧瓷艺人和企业纷
纷加入这一行列。这也给徐克宁带来
了更新更高的挑战：“在钧瓷茶壶艺术
的道路上要想越走越远，必须有自己

的特色！”
在原有钧瓷茶壶的基础上，徐克

宁在养生上做起了文章。为了找到合
适的配方，他到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对
人体健康有益的原矿石、中药材，结合
钧瓷胎土和瓷釉配方进行改进。一趟
趟去郑州、上北京，向专家教授请教，
反复修改工艺配方。向老中医学习中
药组方原则，向老药工学习炮制技艺，
然后按照煅、烧、炙、泡、蒸、煎、制、飞
等中药传统炮制技艺对中药材进行加
工，并遵循组方原则将中药材与常用
钧瓷原料合理配比，强化了钧瓷壶的
健康品质。

“由于使用了新配方，钧瓷养生壶
能释放出多种微量元素，把壶中的水

转变为小分子水，净化水质，永久释放
负离子，使水呈弱碱性，有益身体健
康。”说起自己创新研制的养生壶，徐
克宁很是自豪。

创新让钧瓷茶壶市场广阔

“瓷器作为比陶器更高等级的烧
造技术产物，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目前，在韩国、日本的茶艺市场，钧瓷
茶壶有着与紫砂壶相当的价格。”徐克
宁这样评价他的钧瓷茶壶。

目前，在神垕，他制作的钧瓷养生
茶壶家喻户晓；每天全国各地慕名而
来买茶壶和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去
年，国人熟知的韩国国家足球队教练
车范根慕名向徐克宁定制了一套钧瓷
养生茶具，并对徐克宁高超的制作技
艺大加赞赏。

供不应求的产品订单，让徐克宁
亦喜亦愁：“不仅咱河南本地畅销，在
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北京以及广
州、深圳等地也十分抢手，并远销日
本、韩国等地。为完成订单，满足客户
需求，我们的工人一年到头都在忙，节
假日都很少休息。”

创新的产品更需要规范

谈到钧瓷茶具的现状，徐克宁也
有自己的担心：“随着钧瓷茶具的快速
发展，一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徐克
宁说，钧瓷茶具产品没有统一规范的
标准，致使一些假冒、残次品进入了市
场，严重影响了钧瓷茶具乃至钧瓷的
良好声誉；一些厂家、窑主为眼前利
益，仿冒名家产品，打价格战，以较低
的价格挤入市场，对钧瓷茶具市场造
成冲击和伤害；一些企业、窑主品牌意
识不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问题，希
望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尽早牵头解
决。茶具的花色款式和满足客户个性
化需求方面，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这
就需要改变在人才培训、产品研发上
各家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团队优势，
合作发力，共克技术难关，早日形成快
出人才、快出技术、快出成果的良性发
展之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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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宝走入寻常百姓家
群众吐槽是鞭策

直击现场

3月 7日，在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霍庄村一家戏曲用品加工企业，当地
妇女在生产线上工作。近年来，建安区定期组织免费就业技能培训，对接
企业采取短期用工、季节用工、临时用工等措施，为农村妇女家门口灵活
就业搭建平台。同时协调引进技术要求相对低、市场需求量大、适合农村
妇女从事的经济项目，为农村妇女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实现顾家、赚钱
两不误。9 牛书培 摄

家门口就业增收

植树要讲科学

平时工作中，我们身边常常有这
样一些人：默默工作、诚实劳动、一心
为公、无私奉献、不言困难，几乎从不
向组织提个人要求。

不提要求，不等于他们没有要
求；不言困难，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困
难。他们不提要求，不言困难，说明
他们在自己能够克服的情况下，宁愿
自己承受压力、忍受痛苦，也不给组
织添麻烦，增加负担。

对于这些不言困难、不提要求的
职工，笔者认为领导者更应给予关心
和照顾。无论是哪个行业，哪个部
门，都需要广大职工的理解和支持。

关心不提要求的职工，实际上就是对
树立正气、顾全大局、干事创业精神
的肯定与支持，同时也是对不提要求
职工的最大鼓励和奖赏。如果“会哭
的孩子有奶吃”，能磨善缠的职工多
得利，无疑是对不提要求的同志的不
公，也是对默默工作、积极奉献精神
的否定。为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
全面关心关怀自己的职工，不该给的
福利，再提再闹也不给；应给予的，不
提不闹也不落下。这样才能有利于
树立正气、有利于提高职工队伍关心
热爱集体的积极性。 9

（卢学波）

□刘新平

前些日子，与一位村干部聊天。

这位村干部有一肚子委屈：“这些年

来，费尽心思为群众办事，事后却不

落好，总有群众吐槽、挑毛病。感觉

是费力不讨好。”

数落完自己的委屈，这位村干部

还掰着手指头列举了不少自己的“政

绩”。譬如原来拖拉机都难进村的烂

泥路，现在修上了水泥路，家家门口

都可以停小轿车了；原来村里到处是

垃圾，几乎家家门口都有粪堆，还未

进村就能闻见臭味，现在村里有垃圾

箱，村里的垃圾可以集中收集，集中

处理。

类似“政绩”这位村干部还列举

了不少。他纳闷：“不知道为啥，每做

一件事，总有群众出来挑刺。”

细问之下，原来修路时，路两边

的排水沟挖得较浅，遇到稍微大些的

雨水，排水沟的水就溢出来，有的甚

至会漫进群众的家里；为了村子的整

洁干净，村里的垃圾箱都放在村子的

两头，住在村内的群众要扔个垃圾，

还得跑到村头去。诸如此类，群众免

不了要吐槽。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是农村，

城市也有不少。城市改造，因归属不

同的辖区，本来早就该修好的道路，

却成了断头路；道路拓宽了，路灯亮

了，但路灯杆下的接电箱却敞开着，

行人稍有不慎，就会绊倒；本来是让

群众休闲娱乐的广场，却难觅一个厕

所……

说起来，修这些路、灯和广场等

都是为民办了好事、实事，理应得到

群众的鼓掌叫好，但就因为细微处有

那么一点瑕疵，令群众在享受着这些

便民设施的同时，又有着这样那样的

烦恼，就难免不挑刺。

其实，仔细想想，群众吐槽也好，

挑刺也罢，都是为了让政府把工作做

得更好，做得更细，从某种角度上说，

也是一种鞭策。

既然是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在决策时，就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

见，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一些

民生工程存在的那些“小毛病”“小问

题”，反映了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和机

构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工作标准

还没有完全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和归宿。说得轻点，是我们作风浮

躁；说得严重点，是我们还缺乏群众

意识。

假如我们在做民生工程时，心里

装着群众，在规划和设计时，对一些

细节问题考虑得更细些更深些，就一

定能真正把党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到

实处，让群众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

由衷地伸出大拇指。9

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即将来临，祖
国上下大江南北又将掀起轰轰烈烈
的植树热潮。很多单位都会在这个
时节里买树苗、挖坑、栽树，在漫山遍
野、江河湖泊岸边栽下小树。植树自
然是好事，但也由于一些地方和单位
植树缺乏科学性，只管栽“数”、不管
质量，于是就出现了“年年植树不见
树，岁岁插柳不成荫”的怪现象。

其实，植树造林和其他工作一
样，必须讲究科学才能出成效。首
先，植树要做到因树制宜。植树不
能一哄而上，盲目栽植，只搞“植树
秀”，不讲实际效果。近几年，一些
地方植树都是大面积单一树种，结
果其中一棵树产生了病虫害，整片
林子受到传染，导致大面积树木死
亡。其次，植树要因地制宜。种树
也要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选择

适合生长的林木。若选择不当，盲
目而为去搞植树造林，只会是事倍
功半，劳民伤财。第三，植树要因时
制宜。种树要按照季节，适时种植，
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推后，要选择栽
树的最佳季节，以保证树苗不受冻
害，提高树木的成活率。最后，植
树要认真管护。常言道：三分种，
七分管。树栽上后管理应立马跟
上，要及时浇水、施肥、培土，并固定
专人看护，防止牲畜啃坏树苗、儿童
折断树枝。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因此，各级政府在植树造林时一定要
讲究科学，不仅要注重树木的数量，
还要注重树木的质量，更要考虑树木
的品种、特性、种植技术和经济价值，
把这项绿化环境、造福群众的工程做
实做好。9 （张会丽）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笔者在郑州
市建设路的人行道上散步。走在我
前面的是一位遛狗的中年妇女，只见
她一手牵着遛狗绳，一手拿着一叠
纸。那只狗儿好像是拉肚子，每走几
步就停下来拉屎，这位中年女子就赶
紧抽出一张纸，放到狗儿屁股下面。
等狗儿拉完后，她拎起四个纸角，扔
进路边的垃圾箱。一路上狗儿拉了
好几次，她都这样清理爱犬的排泄
物。

事情虽然不大，但是这位妇女的
举动实在打动人心。傍晚在大街上
的遛狗者不少，一大早就把狗儿放出

来的也不少。狗儿随地拉撒不去处
理的更不少见。一些人行道上，甚至
一些小区里，随处可见狗儿的排泄
物，弄得到处都有骚臭味儿。既污染
了城市环境，又妨碍到他人的安全行
走，这是不讲文明公德的表现。

人民的城市靠人民去管理，美好
的环境需要大家去维护。点滴细节
能反映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高低，能反
映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如何。只有大
家都像这位女士一样，自觉讲文明、
讲卫生、讲公德，美丽宜居的城市环
境才能形成，市民的健康快乐才能得
以保证。9 （李朝云）

不提要求的职工更应多关心

点滴小事看人品

本报 1月 12日“民声民情”版
刊发《汉光武帝陵旅游环境待提升》
一文后，孟津县委、县政府十分重
视。针对汉光武帝陵园存在的问
题，指示相关部门加紧整改，完善陵
区旅游设施。并来函反馈了近期所
做的工作。

来函称，汉光武帝陵景区位于
孟津县白鹤镇铁谢村，现为国家3A
级景区，隶属孟津县文物管理局。

对于景区大门外宣传牌老化问
题，县文物办安排专人进行更换，目
前已经更换完成。

个别群众在绿化带内私自种植
蔬菜问题，在与当事人沟通的情况
下，已经将群众私自种植的菜地清
理、平整完毕，恢复成景区绿地。

县文物办安排工作人员清理了
景区外神道两侧绿化带内的排泄
物，并加强值班巡逻，确保环境整

洁，目前已整改到位。
来函说，景区内共有厕所2座，

1座位于景区南停车场内，1座位于
景区内，由于景区广场通往景区的
神道两侧没有卫生间，给广大游客
带来了不便。

2017年 9月，孟津县文物办规
划建造一座标准化旅游公厕，设计
图纸已通过财政评审，相关手续已
完善，目前已进入采购和招标环
节，2018 年上半年将建成投入使
用。

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在全
县开展景区质量提升活动。从
2018年1月13日起，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为期3个月的A级旅游景区质
量提升活动，确保全县A级旅游景
区在环境质量、服务质量、景观质量
和游客满意度等方面有一个全面提
升。9

本报 2017 年 12 月 1 日“民声
民情版”刊发《这条路该修修了》一
文后，新乡市委高度重视，立即批
示相关部门尽快研究，拿出意见。

新乡市委致本报函称，文中所
述的21.6公里路段为途经延津县、
原阳县境内的原县道 X012 焦韦
线。该路段于2003年至2004年期
间修建，现已超过大修年限。根据
2013年 5月国家发改委相关文件，
该 路 段 升 级 为 国 道 G230，后 因
G230改线至封丘境内，此路段又变
更为省道S224。

因该路段规划升级为国省干线
公路，已从农村公路网中调出，故不
在农村公路养护计划范围。按照上
级政策，须由原管养主体在实施公
路升级改造后移交国省干线公路管
养部门进行管养。为确保该路段顺
利通行，新乡市交通运输局已多次
组织原阳县、延津县交通运输局对
该道路进行挖补养护，并积极向省
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请示，在该

路段未能按照国省干线公路进行升
级改造前，暂按县道实施改建。

经多次沟通，省交通运输厅公
路管理局已同意将原阳县境项目列
入农村公路升级改造项目库，因省
交通厅 2017 年只下达了封丘县 5
公里 800万元的县乡公路计划，对
其他县（市、区）未下达县乡公路计
划，致使原阳县、延津县在 2017年
未能实施该项目。

来函说，目前，省交通厅公路管
理局已同意将原阳县段纳入农村公
路升级改造库。为加快改造，原阳
县政府已决定先行自筹资金修建该
段道路，并承诺于2018年 4月开工
建设，于 9月底建成通车。关于延
津县段，延津县政府已于2016年底
完成了该路段的施工图设计，为保
障通行，延津县政府亦承诺采用自
筹资金的方式加快该路段维修改
造，同时积极与省、市交通部门进行
沟通，争取尽快下达县乡公路建设
计划。9

闻过则喜
孟津整改提升旅游环境

省道焦韦线改建在即

开栏的话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本版从本期开
始，开设“民生看点”专栏。发表记者深入基层采写的为创
造美好生活，脚踏实地、创造创新、辛勤付出的基层劳动者，
为他们点赞，为新时代点赞。

读了1月19日《民声民情》版“走
基层 听民声”几篇调查性的文章，作
为一位热心读者的我，为记者们冒着
严寒，不辞劳苦深入农村、为民服务
的一片真情所打动。

民声民情，从字义上理解就是关
注民生，反映民情，是为群众办事，替
群众说话。从其内容上来看，这期报
道反映农村的事情比较多，比如反
映农民的意见心声、帮助农民解决
实际困难、对农村一些不良社会现
象进行揭露跟踪报道、歌颂农村的
新气象新风尚、指导农村打好脱贫攻
坚战等。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

省，农民占有很大的比例，农村的
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值得称
赞的是，《民声民情》找准了切入
点，也给那些反映农村情况的农民
朋友开辟了渠道，提供了便利条
件，做到农民反映的问题有回音、
有解决办法，让农民朋友满意。从
这点上来说，《民声民情》是我们农
民的好朋友。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新的期
待。相信作为传播社会正能量、弘扬
社会新风尚、抵制歪风邪气，处处为
民说话办事服务、代表着人民群众利
益的《民声民情》将以更新的面貌出
现。9 （李朝云）

“民声民情”我们的好朋友

舆情反馈

坚持传承与创新，徐克宁让钧瓷走下“神坛”。 张燕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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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钧瓷艺人徐克宁的心愿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