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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个咕咕鸡，生子又生孙！”
6月 4日，见到记者时，浚县黎阳镇杨

玘屯村 70多岁的王顺义老人像孩子一样
雀跃。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泥咕咕入选
首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这一消息更
令人振奋了。

因能用嘴吹出“咕咕”般的响声，浚县
民间泥塑小玩具被冠以“泥咕咕”之名已达
上千年之久。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末农
民起义军与隋军争夺黎阳仓（浚县史称黎
阳），因瓦岗军大将杨玘屯兵于此，得杨玘
屯村名。后来一些士兵就地安置，用当地
的黄胶泥捏塑泥人、泥马以纪念阵亡的将
士和战马，这门手艺就这么流传了下来。

“喝一口杨玘屯水，会捏泥咕咕狗；吃
一口杨玘屯饭，会捏泥咕咕哨。”童谣从侧
面反映了 1000多年来杨玘屯村与这一民
俗艺术共生共荣的辉煌。

取土、和泥、捏制、修坯、扎孔、晾晒、烧
制、彩绘、油漆……大到20厘米，小到4~5
厘米，泥咕咕的形态分为人物、动物和飞禽
三类，历史久远、色彩鲜明、造型古朴，被民
俗学家誉为研究历史的活化石。

2006年，泥咕咕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春节，泥咕咕登上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来自海内外的订单纷
至沓来，沉寂千年的“老古董”成了年轻人
津津乐道的网红，不仅成为“抖音”的常客，
还被老外传上了Twitter。

走进杨玘屯村憨刀文化创意园，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泥咕咕代表性传承
人宋楷战，正带着团队挑灯夜战赶制一家
企业的订单。

“去年参加第十二届北京文博会和第
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时，海内外游客对泥
咕咕的追捧，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宋楷战
告诉记者，“韩国一所大学的孔子学院院长
希望买几只泥咕咕带回国收藏，但行李箱
实在装不进去，没想到他宁可丢掉其他行
李，也要带走泥咕咕，对于我们这些手艺人
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褒奖。”

郑州市政通路小学正乐合唱团的 45
名“小歌手”，今年 7月 15日将赴香港参加
2018“一带一路”世界合唱节，而他们参赛
的曲目正是以泥咕咕为素材创作的歌曲。

“泥咕咕，泥咕咕，俺家有一群泥咕咕，
姥姥说是全家的护身符……”宋楷战忘情
地回忆起孩子们5月初来杨玘屯村采风时
的情景。这首即将登上大舞台的
歌曲《泥咕咕》，赋予了千年“老古
董”开展国际交流的新使命。

“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
学从我们这里购买了 2500
套、共 5000 只泥咕咕，都
将用于文化交流活动。”
正说着，宋楷战拿出一个
牛皮纸包装的精致礼盒
向记者展示。他与北京
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展合
作，使泥咕咕走进校园。今
年 8月，宋楷战还将远赴意大
利开展国际交流，法国、日本、

泰国等国家的孔子学院也抛来橄榄枝，泥
咕咕未来的行程预计将十分“繁忙”。

“能走出国门大放异彩，离不开其自身
的艺术魅力和文化积淀。”鹤壁市文广新局
负责人表示，致力于守住泥咕咕的“根”、留
住泥咕咕的“魂”，鹤壁市不仅高度重视泥塑
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还在进一步研发原生态
的泥咕咕，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包装和环保认

证，探索将这一国
家级非遗项
目 发 扬 光
大。③3

“丢掉行李也要带走泥咕咕”

□冯军福

一团黄泥，一根细杆，不到 5 分钟，就能

捏出一个小玩具。大到 20 厘米，小到 4~5 厘

米 ，不 管 造 型 多 么 复 杂 ，都 能 捏 得 活 灵 活

现。“泥咕咕”是一门古老的手艺，也是我们

的文化瑰宝。而传承人年龄老化、后继乏

人，是很多传统工艺难以“活”下去的重要原

因。保护传统工艺，最重要的是保护那些民

间艺术传人。

绝活不能变成“绝唱”。保护传统工艺，

不能只靠情怀，还需要政府拿出好举措来扶

持，激励更多年轻人学好、传好这门手艺。民

间艺术传人也要创新思维，让“老古董”焕发

新生机，把泥咕咕捏成“金娃娃”。产业“塑

形”，文化“注魂”。只有将这一民间绝活逐步

转化成产业，融入现代文化生活，泥咕咕才能

获得新生，从而走出国门，“吹”响世界。②2

把泥咕咕捏成“金娃娃”

国家级非
遗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宋楷战
在制作泥咕咕。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记者6月 6日获悉，省畜牧局联
合省财政厅已下发 2018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工作
方案。今年，中央财政继续通过以奖代补方式，对我省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予以支持，整县推进的项目县累计最
高可获补助5000万元。

我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围绕推进规模养殖场
源头减量，培育和发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扩大农用
有机肥和沼气利用渠道，大幅提高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率。根据要求，项目实施完成后，整县推进地区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将达9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达到 100%；整市推进地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将达
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95%以
上。

今年，我省共有 14个项目县申报，其中驻马店按整市
推进项目申报，包括6个畜牧大县。

中央补助资金今年继续用以奖代补方式，对畜牧大县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予以支持。奖补资金分年度安
排，2018年先安排一部分资金，绩效考核合格后再安排后
续资金。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原则上对猪当量（以生猪、牛存
栏量折算猪当量）为 50万头以下的项目县，累计补助上限
为3500万元；猪当量为51万~70万头的项目县，累计补助
上限为4000万元；猪当量为71万~99万头的项目县，累计
补助上限为 4500万元；猪当量为 100万头以上的项目县，
累计补助上限为5000万元。③3

本报讯（记者 樊霞）创建美丽家园，不仅可以改善生
活环境，还能得到资金奖励。6月 4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省财政今年拿出 1999万元，对我省获得全国文明村镇
荣誉称号和继续保留这一荣誉称号的188个村镇进行表彰
奖励。

据了解，在这 188个村镇中，有 55个文明乡镇总共获
得935万元奖励资金，133个文明村共获1064万元奖励资
金。

文明村镇创建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美
丽乡村建设的有效载体。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项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文明村镇的创建工作，重点抓好乡风民
风、人居环境和文化生活建设，包括开展培育新型农民、清
洁家园行动、孝善敬老等工作，文明风尚示范、道德典型示
范等工程，“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移风易俗行动等，而不
得用于人员福利、日常办公等支出。③7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6月 4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推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
判工作，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即日起，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决定在全市基层法院试行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集
中管辖。

二七区人民法院管辖本应当由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人民法院、新密市人民法院、新郑市人民法院管辖的
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新密市人民法院管辖本应当由二七区人民法院、中原
区人民法院、上街区人民法院、登封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
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中牟县人民法院除管辖该院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外，还管辖本应当由金水区人民法院、惠济区人民法院、
巩义市人民法院、荥阳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

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邹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目前我省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都归在环资庭，此次
集中管辖方案的制定特别是将黄河流经的巩义市、荥阳市、
惠济区、金水区、中牟县的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集中由中
牟县人民法院管辖，对于依法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
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省高院将在郑州市中院
试点的基础上，强化对省内黄河流域沿线、淮河流域沿线、
南水北调沿线以及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区等环境资源集
中连片区域的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处理，用司法手段护卫河
南的山水田园。③8

为保护母亲河

郑州调整公益诉讼管辖权

我省拿出1999万元
鼓励创建文明美丽家园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做得好

可获中央财政
最高补助5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史晓琪）如何让机器人在家庭或
者户外复杂环境中自主导航？郑州大学的同学们针对视觉
导航这一移动机器人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开发出一套智能
化道路分割技术，并成功应用到了Nao机器人上；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郑
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智能家居工作室的同学们自主研发了
移动互联智能家居平台，已成功申报两项智能家居专利技
术……

6月3日，河南省第五届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在河南广播
电视大学（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开赛。来自省内 57所
高校的近800支队伍共2000多名学生参加了竞赛。

本次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和省科技厅联合主办，河
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省青少年科技中心联合承办，分为机
器人专项赛、VEX U机器人挑战赛、机器人创新等8类 23
个赛项。其中，河南理工大学获得4项冠军，其余项目冠军
被郑州大学、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南阳理工学院等高校
摘取，此外，郑州大学、河南理工大学、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
院等15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我国已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
先重点领域，机器人也是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升级发展的
重点领域，迫切需要培育大批高水平的机器人研发制造人
才。省科协党组书记曹奎表示，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我
省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已逐步成为高校机器人爱好者同台竞
技交流的平台、展示高校机器人创新研究成果的平台、促进
高校机器人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平台。③3

第五届大学生机器人竞赛开赛

泥咕咕的颜色不经调和，以原色直接绘画，极具民俗韵味。⑨3 郭戈 张志嵩 摄

本报讯（记者 孙静）如果企业在开展
年报、信息公示等方面没有正常履行义务，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就有可能被列入“信
用黑名单”。6月6日，省工商局发布提醒，
7月 1日我省将公布首批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企业一旦入列，经营发展将处处受
限，本月底前，失信企业还有机会修复信
用，避免入列。

“这是我省首次公布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许多企业还不了解它的背景和严
重性。”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林青介
绍说，“信用黑名单是监管部门对企业进行
信用约束和惩戒的方式，是新型市场监管
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据介绍，我国于 2015年出
台《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管理暂行办法》，对违犯工
商 行 政 管 理 法

律、行政法规且情节严重的企业，尤
其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 3年，
且未履行相关义务的失信企业，施
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制
度，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

记者了解到，我省有2.6万多家
企业面临着被列入“信用黑名单”的
不利局面，他们或因没有按照要求履
行年报、信息公示等义务，或因通过
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
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 3年内
仍未作出信用修复。

“企业一旦被列入黑名单 ，
将受到政府部门的联合
惩戒，且 5 年内不得
移除，后果严重。”
省工商局企业信
用信息监管处负
责人何艳红说。

按 照 规 定 ，
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将成为重点
监管对象，企业
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各种荣誉称
号也将与企业无缘。

更重要的是，企业信用信息与其他政
府部门互联共享，企业将受到联合惩戒，在
投融资、进出口、法人出入境、工程招投标、
政府采购、生产许可、从业任职资格等方面
会处处受限。

对企业最为关注的“如何进行信用修
复”等问题，何艳红建议：“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的企业只要在6月底前到原登记机关
履行相关义务，申请办理移出经营异常名
录，就能避免被列入黑名单。”

特别要提醒的是，许多企业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因此省工商局建议
在年报、信息公示等方面体制不健全的企
业，以及在变更企业注册地后没有及时向
主管部门上报修改信息的企业，及时登录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企业的信息
状态，以免因小失大。

“实施信用监管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改善市场信用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防
范市场经济风险的重要举措。”马林青说，
提醒企业履行相关义务退出经营异常名录
的过程，也是建立健全我省企业信用管理
体系的过程。③9

省工商局喊话经营异常企业

距离“信用黑名单”只有三周了
提醒：月底前修复信用为时不晚

漫画/王伟宾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吃上旅游饭，陶山变‘金山’。”6月 5
日，记者在济源市下冶镇陶山村采访时，村
党支部书记陶建平高兴地对记者说。

陶山村地处深山区，山多地少，增收致
富难题一直困扰着小村。虽然位置偏僻，但
陶山村紧挨着黄河三峡风景区，村子旁的小
浪底库区碧波万顷、千峰叠翠，美不胜收。

陶山村是国网济源电力公司的帮扶
村。如何真正变输血为造血，国网济源电力
公司决定在乡村旅游上做文章，让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

电力公司修通了村里通往小浪底库区
的大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路基才刚刚
修通，还未等铺上水泥，闻声而动的人们已
涌向了陶山村。

摄影爱好者来了。不久前，济源市摄影
家协会抢先把创作基地的牌子挂到了这里，
摄影爱好者看到这里的高峡平湖风光，急不
可待地举起了相机。

户外爱好者来了。不少户外团队呼朋
唤友，先期来到这里探索路线。钓鱼爱好者
常建说：“这么美的地方，就是钓不上鱼，在
这儿野营住上两天，也不虚此行啊！”

美术爱好者来了。来自郑州一家高校
美术系的30余名学生还未下车，看着窗外
的美景，便惊喜得大呼小叫。

走进小村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的创业
激情也被点燃。

村里的果树专业种植合作社不久前成
立。“这是俺村历史上第一个种植合作社，
新种植了 30亩特色林果、25亩制种白菜，
并将逐步整合村内原有的数十亩薄皮核
桃，引领村民脱贫致富。”合作社负责人陶
德顺说。

合作社还从北京引进了苹果、桃子、猕
猴桃、葡萄等果树苗，全部种植在山坡地上，
未来计划再发展20亩大棚果树，一年四季
都能招徕游客。

村里第一家农家乐开业了。“现在来村
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相信收入也会越来
越好。”农家乐老板陶孝云一边招待客人，一
边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我们还将逐步建立作家协会创作基
地、影视拍摄基地等，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
引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让陶山村村民早日
过上好生活。”驻村第一书记刘召唤向记者
描绘着陶山村的明天。③6

路通美景现
陶山变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