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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好调子
让文化成为主角

翻开商丘这本厚重的书，燧人氏钻木取
火、张巡誓死杀敌、木兰替父从军等一个个历
史故事仿佛浮现在眼前。

登上商丘古城，一块块青灰色的砖瓦承
载着多少历史沧桑，多少英勇事迹……

“商丘地处平原地带，没有名山大川，那
别人来这旅游看什么？商丘没有旅游资源
吗？有，那就是文化。商丘有丰厚的文化底
蕴，拥有五千年不断代的华夏文明史，这是商
丘独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商丘市旅游局负责
人说。

商丘古城有“城摞城”的层层遗迹，有各
个朝代的文物遗存，广泛分布的历史遗迹是
五千年不断代文明史最好的见证。据此特
点，商丘市五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游商丘古
都城·读华夏文明史”文化旅游品牌，带动全
域文化旅游业实现跨越发展，打造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商丘高地的工作要求。

为此，商丘市旅游局对分布在全市的
200多处历史遗存遗迹采取逐个走、深度探
访的方式拉网式排查，共梳理出可进行旅游
开发的历史遗存遗迹76个，完善了历史遗存
遗迹资料，并据此制作了旅游手绘地图、旅游
宣传书籍和视频、精美旅游景区扑克牌等旅
游基础资料。

针对全市旅游资源分布情况，科学制定
了全域文化旅游发展区域“三个圈”规划。第
一个是“古都城核心圈”，即以归德古城为中
心的核心旅游区；第二个是“古都城内环圈”，
即以归德古城为中心，辐射周边30公里以内
的重点旅游区；第三个是“古都城外环圈”，即
以分布在县（区）的历史遗存遗迹形成的旅游
延展区。

完善设施
让游客方便舒心

4月 10日，记者来到位于商丘市城南的
日月湖景区，这里碧波荡漾，风景如画，游人
如织。

这里设有体现人间大同，社会和谐的归德
台；又有千年圣火，永昌商丘的圣火台；还有伏
牛兴商，体现商业文化变迁的伏牛台以及挺拔
飞檐，体态犹如一叶扁舟的逍遥台……

据悉，包括日月湖在内商丘共有 4A级
以上景区（包含永城）达到了 5家，其中 5A

级景区 1家。为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水平，商
丘市积极开展旅游景区集中整治行动，围绕
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功能完善、管理水
平提高、综合环境提升等方面，对全市11家
A级景区采取景区自查，县区旅游主管部门
检查、暗访相结合的形式，查找存在的问题，
并集中进行梳理，围绕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国
家标准，逐条逐项提出整改提升意见，并积
极组织整改。

为维持市场秩序，商丘市旅游局加强对
旅游市场监管，重点打击“黑导”“黑社”、低价
竞争、强迫购物、虚假广告宣传、超范围经营
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旅游综合整治，形成了
良好的市场秩序，树立了商丘良好的旅游形
象。

公厕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如厕”和“方
便”，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游客在享受了美
丽的风景后，如果因为厕所不卫生而有了不
好的体验，可以说是功亏一篑。为此，商丘推
进了旅游“厕所革命”，落实旅游厕所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按照旅游厕所建设标准，2017
年新建、改建旅游厕所34座。

讲好故事
让文化更有活力

商丘是个有故事的城市，燧氏取火、仓颉
造字、阏伯观星、葛天之乐、王亥经商、伊尹庖
厨、葵丘会盟、青陵台上、吴起用兵、梁王建
园、高祖斩蛇、梦笔生花、木兰从军、张巡守
城、范公求学、月下老人、圣寿之光、沈鲤闹
龙、侯氏壮悔、彭将殉国……

打造“故事城”，讲好商丘故事。商丘市
旅游局以“史”为线，以“物”为点，坚持有遗
迹、有人物、有故事、有启发的“四有”标准，对
核心历史遗存遗迹进行包装升级，讲述历史
故事，使这些遗存遗迹更有内涵和内容，并根
据故事绘制连环画，通过讲好商丘故事来全
面展现华夏5000年文明史。

被誉为“中国画虎第一村”的民权县北关
镇王公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画虎村，据粗略统
计，王公庄有村民1600多人，其中700多人都
在从事着绘画行业，而又有300多人达到画师

级别。该村借助画虎村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如今这已成为全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据悉，包括王公庄村在内，商丘市有 20
多个乡镇 50余个村开展乡村旅游活动，带
动村民直接就业 1 万人，间接就业 1.5 万
人，其中包括大量的贫困人员，旅游助农成
效显著，商丘以扶贫为载体的乡村旅游得
到新发展。

做强营销
让商丘更富魅力

商丘围绕“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
史”文化旅游品牌，提出了“一城阅尽五千年”
旅游主题宣传口号，开展了“定位古都城、读
懂古都城、全景古都城、大话古都城、崛起古
都城、探秘古都城、爱我古都城、畅游古都城”
8大核心行动。围绕8大核心行动具体做好
商丘旅游品牌研究、构建全套全域文化旅游
品牌VI体系、“商丘十景”评选、制作商丘文
化旅游手绘地图、编撰商丘文化旅游连环画、
编撰《一城阅尽五千年》图书、制作商丘旅游
创意视频、中小学生“爱我古都城”作文大赛、
拍摄商丘全域文化旅游宣传片、召开首届商
丘旅游发展大会十大基础工作。商丘市先后
开展了“一城阅尽千年‘商人游商’旅游季”活
动、“探秘中华源”走进商丘等活动，利用商丘
旅游局网站、官微，商丘高铁站出站口宣传广
告牌，高铁、动车、城际列车投放杂志等形式
宣传商丘，科学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方位立体
宣传推介新格局。

强 化 市 内 推 介 与 市 外 推 介 相 结 合 。
2017年 9月 15日至 10月 31日，对菏泽市、
宿迁市、亳州市三市开展免费游商丘活动，惠
及三市约2100万市民。对全市记者协会、诗
歌学和诗词赋学会、摄影家协会会员实行免
费游览政策。对全市 15周岁以下青少年实
行免费游览政策，以及针对“爱我古都城”中
学生旅游作文大赛实施了“小手拉大手”免费
游览政策等，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导向，激发
旅游热情，掀起旅游热潮。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商丘将以全域旅游观为
指导，以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总体目
标，以商丘古城为产业发展龙头，结合商丘市

‘十三五’产业发展诉求和旅游业发展现状，采
取多种措施激发活力，积极探索商丘市全域旅
游发展路径，加快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产业结
构模式向全域全产业转变，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努力推动以文化为核心的全域旅游实现跨越发
展。”商丘市旅游局负责人告诉记者。6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剪纸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间传统技艺之
一，一直备受人们喜爱。在夏邑县，胡明的阴
阳剪纸技艺畅如流水，出神入化，堪称一绝。
一把剪刀，一方红纸，凭空而下，几分钟的时
间，一阴一阳两幅剪纸作品就完成了。

4 月 12 日，记者来到夏邑县城关镇胡
明的家中，其墙壁上悬挂的“喜上眉梢”“吉
祥如意”“龙凤呈祥”等剪纸作品可谓生动
精美，每只鸟的神态各异，每朵花的形状也
各不相同……

“你看，这里的每只鸟都不一样，有的张
着小嘴，有的叼着食物，鸟巢里一群幼小的鸟
等着妈妈喂食呢。我剪纸前从不需要做任何
构图，拿起纸就剪，一气呵成，想剪什么剪什
么。”胡明说。

说起胡明的剪纸技艺还要从她的祖父
唐紫成说起。唐紫成曾就读于上海一所美术
高校，会绘画、雕刻，他将此技艺悉数传给自
己的女儿唐耐成。唐耐成自6岁开始学习剪
纸艺术，在其父剪纸绘画艺术的基础上，独创
一派，形成了唐派剪纸技艺。她的剪纸作品

《百鸟图》《百蝶图》《岁寒三友》等多幅作品屡
屡在省内外获奖，被剪纸界称为“巧手唐”“神
剪唐”。胡明则从小深受母亲的熏陶，对艺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小的时候就会简单的
剪裁，长大后正式跟着母亲学习剪纸技艺，成
为唐派剪纸第三代传人。

胡明的剪纸非常有个人特色，在种类繁
多的剪纸艺术中独树一帜。在继承其母亲剪
纸技艺的基础上，她融和现代生活，巧妙构
思，将万物的千姿百态、神韵气魄、大自然之
美融入对作品的情感之中，别出心裁地用童
话般的图案展现其作品。

胡明告诉记者，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的
作品为阴阳剪纸，每次剪完一幅作品后，她发
现多余的部分也是一幅完整的画面，于是就
保留了下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名艺术大
师看到她的作品后告诉她这是阴阳剪纸，在
我国是很少见的。

所谓阴阳剪纸是在一张完整的纸上用剪
刀凭空剪出一阴一阳两幅作品，这是一种超
高难度的剪纸绝技艺术，作品追求精细、奇
葩、绝妙，令人叹为观止。阳花是剪出来刻意
保留的部分，阴花就是剪掉的多余的部分，二

者相互吻合，相互连接。
胡明的剪纸保留着中国民间最传统、最

原生态的技巧，她的艺术气质和风格是中原
地区剪纸艺术的代表。她在下剪刀之前不需
在纸张上作任何构图与标记，完全凭借其对
生活素材深入细致的观察和领悟，在心中勾
勒出作品的完整形象，然后凭着经验和灵性，
一剪子下来把美呈现在画面上，被当地群众
誉为“一剪成”。

胡明说：“我觉得剪纸没有固定的模式，
我擅长剪的都是花虫草鱼。每次剪纸前，我
的脑海里都有一幅完整的形象，每一幅作品

也是随着我的心情而定。”
一双巧手描绘出大千世界，一把剪刀剪出

千姿万态。2007年，胡明在河南省民协举办
的“红红火火中国年”民俗类展演中荣获金奖，
并参加了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民协组织的中国
民间艺人赴日交流活动。2010年，她被河南
省文艺家协会、河南省工艺美术家协会授予

“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2011年参
加了中国民协、中国文联举办的“第六届中国
民间艺术博览会”，荣获金奖。2013年 3月，
她被批准为第三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民间剪纸代表性传承人。6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李鸿飞）“这个真好，我没想到孩子的事办的这么
快。”4月8日在睢阳区新城办事处辖区务工的广西
籍女子林江月高兴地说，她到辖区的流动妇女之家
求助孩子上学的事，工作人员很快就帮她协调好了，
孩子也如愿上了学。

新城办事处紧抓党群服务这个牛鼻子，在社区
建设中加大了“智能化”的投入，逐步形成了“以社区
党群服务为纽带、以志愿服务团队为支撑、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的常态化服务模式，有效凝聚了党心民
心，为更好地助力商丘建成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提
供了基础保障。

着力规范化建设，夯实基层服务基础。新城办
事处结合新型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新情况、新特点和
群众的实际需求，全面推进社区建设规范化，相继对
府前、丰源、天河、银河、宇航等11个社区党群服务
站进行了提质升级改造，完善了基层党群服务功能，
增设了红色网络教育家园、红色影院、老年日间照
料、四点半课堂、服务代办、法律援助、“心连心”微信
群、流动妇女之家等特色服务项目，打造了公共服务
与便民服务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党群服务站。同时，
创新推行了上门服务、预约服务、设点服务等主动服
务模式。

着力信息化建设，拓展基层服务功能。新城办
事处依托智能化城市管理系统，构筑了“办事处网格
领导级—社区网格承办级—小区网格执行级”的三级
管理，构建了“办事处为核心—社区为主线—网格为
基础—楼院为主体”的四级网络，实现“办事处—社区
—小区—楼院长—辖区单位”共同参与的五级服务，
推动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同时，在19个社
区全部安装了网络服务平台、技防监控平台、红色网
络教育平台，设计开发了信访稳定信息平台，打造了
迅捷、高效的“智能化服务网络”，提升了基层阵地的
智能化、高效化和现代化水平，使社区成为贴近民生、
了解民意、走进民众的综合型、智能型的服务阵地。

着力公益化建设，提升基层服务水平。聚焦大
气污染防治、文明城市创建等重点工作，坚持资源整
合，组建了以党员志愿者为首的9支志愿服务队，构
建起横到边、纵到底、广泛布点的志愿服务网络，全力
做好党群群众，扩大服务半径，实现党群服务全覆盖。

目前，新城办事处正以“贴近群众需求，丰富服
务内容”为目标，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智能
化城市管理系统、掌中网格移动客户端、微信办公平
台功能，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组织开
展“八小时内服务单位，八小时外奉献社区”活动，让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让社区党群服务站真
正发挥“大作用”，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
满意度。6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张增峰
卢倩）又是一年春耕忙。与往年忙春耕不同的是，民
权县孙六镇的不少菜农一边在大棚里拿着农具忙活
计，一边若有所思的拿着手机查看、点击。

“@豫艺技术中心张国庆：张老师您好，您给看
看俺棚里的瓜可以打杈了吗？现在要不要追肥？俺
这就拍几张照片发给你……”4月 13日，该镇刘炳
庄村的村民田忠超轻点手机，在“孙六镇大棚服务微
信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很快，群里的农技师张国
庆就给了回复，解了老田的瓜苗技术管理难题。

说起大棚微信群，田忠超笑着夸不完：“可别小
看了这‘大棚微信群’！多亏了这个微信群，群里专
家及时提醒俺保温、防风、放风、施肥……可没少让
俺学知识！”去年，老田见政府扶贫惠农政策好，一口
气承包了4个蔬菜大棚，正是照着微信群里专家的
技术指导，他挣了个盆满钵满。“一个棚少说净赚1.5
万元，这不，今年俺又承包了5个大棚！”

孙六镇紧邻民权县城，是传统的农业大镇，该镇
结合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扶贫产业，建了993座日光
蔬菜大棚。如今，智能手机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微信
已经走进农家。为解决种植户缺乏种植技术、管理、
销售等问题，镇里创新农技服务方式，牵头建了个“大
棚服务微信群”，特聘河南农大技术员入群长期指导
村民种植技术，搭建了农技技术快速服务平台，给农
户们承包大棚搞蔬菜种植吃下了定心丸。一时间，全
镇的蔬菜种植合作社员、种植散户纷纷抢着入群，农
技人员在微信群及时发布各类大棚蔬菜管理、病虫害
防治技术和蔬菜市场价格、供需等实用资讯，真正让
菜农们实现了足不出户“找专家、看苗情、取农经”。

该镇特聘的河南农大农技专家张国庆介绍，在
大棚微信群里每天都会接到菜农的咨询，小问题微
信解决，大问题就直接去现场，群内成员的经验交流
积极性也很高，“有时候回答技术问题应接不暇！”微
信群内，不但有农技专家，还特邀了农机、园艺等方
面的技术人员前来助阵，协同为菜农答疑。

“加了大棚蔬菜微信群就是好！我在家看孩子，
还不耽误在手机上学技术，有啥问题，手指一点就能
帮俺解决，一步路不用跑！还能及时了解到市场行
情嘞！”祝胡同村菜农徐美芝说，农技专家们不仅在
群里教给技术,还常跑到大棚里“把脉问诊”，前几天
她根据群里发布的销售信息，联系到中介，货车开到
地头，一棚芹菜两天销售一空。

在该镇华梦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霍彦友告诉我
们，邻乡的菜农有不少也加入了大棚蔬菜群，群成员现
在已有200多人了。说话间，只听他手机“滴滴”一响，
弹出一条“孙六镇大棚服务微信群”农技专家的群发信
息：“这几天气温升降不定，农技专家在这里给广大菜
农提个醒，要做好应急措施和温度调节管理……”6

“阴阳剪”剪出大千世界

贴近群众需求 丰富服务内容

居民都夸新城办事处
“党群服务好”

足不出户找专家、看苗情、取农经

孙六镇菜农
点赞“大棚微信群”

平原地区如何发力全域旅游平原地区如何发力全域旅游

商丘古城主讲文化故事商丘古城主讲文化故事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华舒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的

发祥地之一，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

近几年，商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利用

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助推河南省旅游转型升级，进行旅游产业改革，

打造多姿多彩的“文化牌”，开创以文化为核心的商丘全域旅游跨越发

展新局面。

商丘古城 赵冲 摄

唐 派 剪 纸
第三代传人——
胡明在教孩子
们剪纸技艺

商丘华商广场 杨柏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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