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要闻│032018年9月3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赵文心 王歌 美编 党瑶

●● ●● ●●

浓香中原 豫酒标杆

河南省第二届民间品酒
大奖赛复赛系列报道之十六

许昌，一个古老的城市，孕育着独
特的酒文化，三国时期著名的“煮酒论
英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8月 26日上午，火遍全省、创造诸
多流行语的“国字宋河”杯河南省第二
届民间品酒大奖赛许昌地区复赛盛大
开幕。许昌市百瑞国际酒店高朋满
座，大咖云集。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
熊玉亮，宋河酒业党委书记、总裁朱景
升，宋河酒业副总工程师李学思，辅仁
集团酒业审计中心部长高宏，宋河酒
业营销公司豫中大区总经理朱鹏飞，
许昌市酒业流通协会会长付军平，首
届民间品酒大奖赛冠军、酒神刘建华
和酒神安国伦，宋河酒业国家级白酒
评委孙志新、王志杰、李富强，许昌市、
禹州、鄢陵县优秀经销商等莅临现场，
与 150 名品酒高手同聚一堂，煮酒国
字宋河，共论谁是英雄。

民间品酒 彰显公益

熊玉亮发言时首先用九个“最”表
达对本届大赛的肯定：投入人力物力

财力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场次最多、
延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奖金最丰
厚、与消费者互动最直接、最贴近消费
者、传播宋河品质文化效果最好。

朱景升提到，8月 17日，宋河老子
国学教育基金会百万助学活动已经如
期进行，又有201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子每人得到宋河教育基金会提供的 1
万元奖学金，如愿走进大学继续深造。
这也是宋河酒业“传递爱，让梦想飞”百
万助学主题活动的第八个年头。“捐资
助学是公益宋河的具体体现，巨资承办
宋河民间品酒大奖赛，更是公益宋河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朱景升说，民间品酒
大赛，重要性在于其公益价值。大赛通
过普及白酒品鉴知识，树立普通消费者
正确的白酒品质观、消费观，让中国几
千年来的酒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酒神现身 加油鼓劲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向低调、鲜
少露面的冠军酒神刘建华也来到了现
场，“今天是 150 名许昌家人进军‘酒

神’的关键时刻，一定要给大家打打
气，鼓鼓劲！”刘建华说。

在会上，刘建华为大家分享了自
接触宋河酒以来，收获的健康、自信和
友谊。“我虽然卖酒，但从来不为卖酒

而卖酒，只有饮健康酒、健康饮酒才能
收获美好。所以，我最愿意给大家推
荐的酒就是国字宋河，因为这是用北
斗七艺酿出来的健康好酒，同时更要用
五行品酒心法，品出酒的味道，品出酒
的文化。更要问鼎‘酒神’，品出 20万
元冠军大奖！”刘建华激动地说。

五行心法 品味优雅

在赛前培训上，李学思副总工从
宋河酿酒之水——一个淮河名酒带源
头说起，细说宋河酿酒之传承、制曲、
六分工艺、窖池、储存、大师匠选，将国

字宋河酿酒之独特之处一一道来。
说到品鉴，李学思更是详细普及

了国字宋河取法阴阳五行，独创“静、
观、闻、品、悟”五行品鉴心法。参赛选
手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以前许昌人喝酒，尤其是鄢陵人
喝酒更猛，基本上吃不到热菜。”许先生
仍然心有余悸。“可是，这两年随着宋河
酒业白酒品鉴方式和酒文化的持续传
播，喝酒风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同
时，酒桌上话题高雅了，提起宋河酒，提
起品酒大赛，咱们许昌人不管男女，没
有不挑大拇指的！”许先生认真地说。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今年许昌再
出几个酒神，不能辱没了咱许昌‘酒
神’之乡的名头！”说起对宋河民间品
酒大奖赛的期待，付军平幽默地说。

（利艳）

许昌赛区：两大“酒神”齐聚 点赞公益宋河

首届民间品
酒大赛两大“酒
神”刘建华（右）、
安国仑(左）为宋
河点赞

□本报记者 尚杰 本报通讯员 廖涛

“我天生残疾少了一只手。刚开始
学习缝纫活儿，我扎出来的针脚歪歪扭
扭。有一次，中指连同指甲被缝纫针扎
透，钻心地疼啊!我坚持努力，终于学会
了制衣技术，现在一天能加工10件衣
服，收入80元，彻底摘掉了贫困帽。”

8月 30日，在南召县四棵树乡黄
土嘴村，32岁的残疾女青年孙建红讲
述了她“一只手撑起一个家”的脱贫
故事。没有华丽的语言，讲的都是大
白话。200 多名村民和乡村干部全
神贯注聆听，掌声不断响起。

“我养了 80 头猪，种了 80 亩艾
草，还要照顾一个病号，每天早上 4
点起床，收拾猪圈，打饲料喂猪，去地
里除草，每晚忙到 12 点才能睡觉。
街坊邻居都叫我‘铁人’。”张清珍勤
劳致富的故事让很多村民心生佩服。

“我不能和正常人一样从事劳动，
家里经济十分困难。”退伍老兵蒋少明
来自该乡神仙崖村，今年 63岁。他

说：“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我暗暗给
自己定了两个任务：一要比别人加倍
努力，率先摘下贫困户的帽子；二要在
脱贫以后，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乡亲致
富。我现在快完成自己任务了！”

除了3名不畏艰辛、勤劳致富的村
民外，带领群众致富的四棵树乡瓦渣
村党支部书记张新奎和该乡优秀帮扶
干部汪廷润，也登台讲述了自己带领
群众艰苦创业、奋力摆脱贫困的历程。

8 月 17 日,四棵树乡政府举行
“志智双扶”先进典型表彰大会后，从
28名先进典型中遴选出 5名典型组
成了“志智双扶”报告团，到全乡 25
个村巡回演讲。

报告团每到一个村，都掀起一波不
小的浪潮。“都是一个乡的，他们的事听
得让我掉泪，我得向他们学习，自力更
生、勤劳致富，早日摘掉穷帽子。”黄土
嘴村贫困群众郭公连听完报告后说。

“身边的榜样最有力量！我们用
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来激发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四棵树乡
党委书记王豪说，组建“志智双扶”报
告团，就是要发挥身边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发动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奏
响脱贫攻坚协奏曲，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撑起“精神脊梁”。③8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 月 31
日，河南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启了两校合作的
新篇章，将助推我省教师教育在更高
平台上实现更大发展。

本着“加强交流、全面合作、优势
互补、互惠共赢”的原则，两校将充分
发挥京豫两地教育资源优势，进一步
彰显北京师范大学的社会影响力，促
进河南师范大学综合实力的提升，实
现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两校将在师资队伍与学科建设、
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
会服务、发展规划与省部共建、教师
教育特色与师范院校联盟建设等五
大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师资队伍与学科建设方面，河师
大将选聘北师大学科带头人为校特
聘兼职教授。北师大对河师大的学
科设置、一流学科建设、博士学位授
权点及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给予指
导、支持和帮助。

在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两
校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培养，以及教
育教学改革都将进行深度合作。河
师大鼓励优秀毕业生报考北师大研
究生，北师大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
河师大推免生攻读学位。

在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方面，双
方将建立重大科研项目合作机制。
河师大参与北师大国家培育智库中
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建设。③6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耿勇魁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
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吉鸿昌将
军气贯长虹的就义诗。

吉鸿昌是河南扶沟人，中国抗日
将领，民族英雄。他重视教育，自掏腰
包为家乡贫苦百姓办学，且规定：“凡
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他为官
清廉，时刻铭记“做官即不许发财”，并
严管部队不准扰民。他积极抗日，曾
说：“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
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
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
生的最大光荣。”

每年在清明节等特殊的日子里，
扶沟县都要举行缅怀先烈主题教育活
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群众怀
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吉鸿昌将军纪念
馆隆重集会，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
功伟绩，继承发扬革命先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

在扶沟，有虽身患重病，但 26年
来累计捐款 634万元，从未中断扶危

济困、捐资助学善举的河南教育新闻
人物何超。

在扶沟，有悉心照顾老人，在该县
白潭镇敬老院一干就是23年的“中华
孝亲敬老之星”陆新梅。

在扶沟，有带领群众勤劳致富，使
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达13000元的全国
劳模、柴岗乡梅桥村党支部书记梅根
清。

以先烈为榜样，转变作风、真抓实
干，发扬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优良传
统，扶沟县委、县政府坚持在广大党员
干部中开展“两学一做”“群星灿烂耀
桐丘”“扬家风家规家训美德·展向上
向善向廉风采”等系列活动，培养党员
干部的廉政心、使命感、责任感，弘扬
爱岗敬业、文明服务、奉献群众，将“万
名党员忆家训、万条家训进万家”深深
刻入广大党员干群心中，用文明的力
量和道德行动，扮靓了扶沟形象。

如今，扶沟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
全国果菜十强县、全国纺织产业转移
示范园区、全国生态文明标杆县、全国
基础教育先进县、全省平安建设先进
县。③5

□本报记者 温小娟

8月 27日晚 7点，离演出开场还有
半个小时，记者站在北京长安大戏院
门口，一会工夫，就遇到好几拨观众前
来询问是否有多余的票。当晚，《苏武
牧羊》作为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
演月的收官之作，演出门票在半个月
前就已售罄。

“一票难求”在展演月期间已成常
态。自 2016年以来，中国豫剧优秀剧
目北京展演月已连续举办三年，年年
火爆京城，被戏剧界专家誉为“中国豫
剧出人出戏的盛世景象”，豫剧不仅

“出彩河南”还“出彩中国”……那么，
豫剧出彩在哪？北京展演月的运作模
式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推精品 传递真善美正能量

展演月期间，来自全国 19个豫剧

院团的24场大戏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
演。一票难求、返场加唱成了常态。

参演的剧目以改革开放40年来的
现实题材为主。例如，《尧山情》《春风
化雨》讲述扶贫、脱贫故事；《倒霉大叔
的婚事》表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农村发生的变化……《朝阳沟》中
四代演员同台亮相，这一创举让观众
纷纷泪目，整场演出爆发了上百次热
烈掌声。

“参演剧目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演出者用心、用情、用功，所以才会
如此打动人。河南文艺工作者用实际
行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
让人们看到了豫剧的希望，戏曲的希
望。”在8月 28日召开的中国豫剧未来
发展的专家研讨会上，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如此评价。

文艺评论家陈先义感慨：这是豫
剧人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对中国历史、
现实和未来的文化观察和经典展现。

育人才 让年轻人挑大梁

锻造人才队伍，培养青年人才，一
直是主办方的追求。三年来，担纲主
演、挑大梁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本
届展演月开场大戏的重任就落在了河
南豫剧院青年团身上。

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带来的《红梅
记》一亮相便折服了专家和观众。“这些
孩子的表演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说。对此，河南
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表示，振兴戏曲要靠
人才，戏曲未来要靠年轻人才，所以，对
年轻人要大力培养、大胆使用。

专家认为，展演月带给他们的重要
启示是，戏曲的繁荣发展，需要培养年
轻人才，也要培养出领军人物。中国有
几百个地方剧种，唯有豫剧从一个省走
向了全国，正是因为有以李树建为代表
的豫剧领军人物在前边举旗聚心。

促团结 写就时代精彩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近
年来，通过豫剧北京展演月、全国豫剧
院团长工作交流会、民营剧团北京展
演以及走向海外等一系列举措，并结
合新媒体，豫剧交出了精彩答卷。

一组数据展现变化：2016年，展演
月网上点击量达3.5亿人次；2017年，上
升到4.5亿人次；今年高达7.3亿人次。

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说，这份答
卷之所以出彩，是在河南豫剧院下好

“全国豫剧一盘棋”思路下，各地院团抱
团发展，使豫剧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在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看来，豫
剧展演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戏曲繁荣发
展的前沿动态。这是中国戏曲振兴的河
南现象，通过首都向全国辐射正能量的又
一个生动案例，值得研究和总结。③5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恰逢“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8 月
28日，在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首
府美娜多市，国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耀星国际·印尼集团签署 2018 印
尼美娜多度假屋发展项目战略合作
协议。据悉，这是我省首家布局印尼
美娜多的企业。

国隆科技位于焦作马村区，是集
新型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于一体的科技型
创新企业。

为何选择国隆科技？印度尼西
亚 北 苏 拉威西省投资委员会主任
Henry Kaitjily说，美娜多目前每个月

接待中国游客12000多人次，且呈现上
升趋势，落后的基础设施和接待能力
亟待完善和提升。国隆科技的VR智
能装配式房屋实现了产品标准化、供
应系列化、生产工厂化、施工装配化、服
务定制化，这种流水线上“生产”房子、

“搭积木式”造房子的“装配式”建筑，尤
其适用于美娜多复杂的海岛地形。

国隆科技董事长王卫灯表示，美
娜多度假屋项目的落地是国隆科技
走出去的第一步，未来公司将不断发
挥产品优势、科技优势和服务优势，
深耕东盟市场，同时努力拓展南非、
北美、欧洲等区域，让更多的“河南智
造”服务全球市场。③5

“身边的榜样最有力量！”

河南故事
脱贫攻坚的

河南师大牵手北师大

豫企签下印尼美娜多度假屋项目

豫剧“展”出精彩答卷

民族英雄吉鸿昌：恨不抗日死

鸿昌故里显生机 扶沟今朝更靓丽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烈士纪念
馆，“民族英雄吉鸿昌”七个大字映入眼
帘，这是聂荣臻同志为纪念吉鸿昌写下
的题词。纪念馆讲解员张艳娜说：“吉鸿
昌烈士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县人民，
他的事迹在中国广为流传。”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
县吕潭镇。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
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
长。1930年 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
改编后，任第 22路军总指挥兼第 30师
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
他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对“围剿”红军
态度消极。

1931年 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
兵权，强令其出国“考察”。临行前，恰逢

“九一八”事变，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石
请命未得允许，遂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
说，寻求国际声援。

1932年，吉鸿昌在上海“一二八”抗
战炮声中回到祖国后，随即为抵抗日本
侵略奔走呼号，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
万元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1932年
深秋，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 5月，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
导与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抗日

武装“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
建立，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
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率部进攻察
北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
县，将日军驱出察境。

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
政策，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
挥 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
率部战斗至 10月中旬，弹尽粮绝而失
败，随后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4年，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民
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委员，秘密
印刷《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联络各
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
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遭逮捕，后
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人迫害逼供，吉
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
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
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
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
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
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1
月 24日，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
狱，时年39岁。

（据新华社郑州9月2日电）

9 月 2 日，位于孟州市的中原
内配公司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
智能车间正在生产。目前，该公司
建成了我国气缸套行业第一条全
程智能化生产线，使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在设备联
网、大数据应用、柔性定位、无人检
测、无人加工、智能优化工艺、人机
交互等技术领域实现了新超越、新
突破。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智能生产线
实现新超越

8月31日，郑东新区康平小学为一年级新生举行入学开笔礼。老师手持毛
笔，在孩子们额间轻点朱砂，意为开启智慧，目明心亮。⑨3 王丹华 马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