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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常来“亲爱的 ”

2017年9月，台湾作家林清
玄第一次来到河南。“我从小对
河南有种特别的感情，因为我
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
我，我们的老家在河南。”林清玄
颇为感慨地说，“来到河南，把我

心里面的最后一块拼图拼上了，可
以说是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林清玄先后到河南博
物院、少林寺、开封文化客厅等地参观，聆听了很多河
南故事、看到了很多珍贵文物，“河南的文化太深厚
了，在参观过程中我心里一直充盈着满满的感动。”

台湾作家林清玄：

魂牵梦萦“老家河南”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2017年 9月 16日，嵩山论
坛2017年会海外华文媒体论坛
上，迪拜中阿卫视驻中国首席
记者馨月谈起对河南的印象，
总结为：少林寺、豫剧、中华文
明的发祥地。这是馨月第一次

来到河南，她说，没来中国之前就
已经听说了功夫圣地少林寺，还曾经跟随小香玉老
师学习过豫剧，“厚重的中原文化让自己来河南有一
种朝圣的感觉。”③4 （谢前进 参与整理）

迪拜记者馨月：

中原文化给我一种朝圣的感觉

●● ●● ●●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王学伟

2017 年 12月 19日，陈智鹏扛着
铺盖来到离县城 20多公里的原阳县
路寨乡闫寨村，从一名交通运输干部
转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驻村第一书
记。如今，10个多月时间过去，38岁
的陈智鹏让这个 1154人的小村有了
大变化，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乡前列。

10月 7日，闫寨村村委会主任陈
绍全掰着手指，向记者一一介绍陈智
鹏的“政绩”：自己为村“两委”置办了
家具，完善了办公条件，提高了闫寨村
基层组织的战斗力；想方设法丰富群
众文化活动，举办了闫寨村“有史以
来”第一个“文艺晚会”，增强了群众的
凝聚力；协调政策资金，把村里 1公里
的主干道，从土路修成4.5米宽的水泥
路……

陈绍全激动地连连竖起大拇指：
“有思路、有方法、有文化、有水平！不
愧是从城里来的‘四有青年’！我们村
干部都服气！”

村里的贫困户，对陈智鹏也都赞
不绝口。

39岁的陈卫彬是三级残疾人，患
有癫痫和其他疾病。多年来，陈卫彬
身残志坚，在帮老母亲侍弄庄稼的同
时，还通过养羊补贴家用：“俺的经济
能力有限，也没有技术，只能养 2只本
地羊，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陈智鹏到闫寨村后，帮陈卫彬申
请了5000元到户增收政策资金，又给
陈卫彬请来了专业的养殖户当技术老
师，鼓励陈卫彬增加脱贫致富的信
心。现在，陈卫彬养了 20 只波尔山
羊，一年可多挣 1万多元，不仅今年就
能实现稳定脱贫，还有望因此走上致
富路。

在陈智鹏的帮助下，贫困户路文
峰种了 2亩大蒜，又套种了红心苹果，
特色种植有声有色；在陈智鹏的介绍
下，贫困户陈建营在县城的驾校找到了
工作，年收入超过 3万元；在陈智鹏的
引导下，贫困户李秀英的孙子成功在富
士康就业，每月收入近4000元……据
陈绍全介绍，陈智鹏帮贫困户找出路、
找门路，全村 17户贫困户有 10户贫
困户今年能够摘掉“穷帽子”。

目前，陈智鹏正在跟山东某大型
制药企业洽谈，准备在闫庄村建设发
展中药材种植基地；已经征得有关部
门的支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把 3公
里村内道路、出村道路全部建成宽阔
平坦的水泥路。

陈智鹏说，驻村时间越长，对群众
感情越深，就越想让群众早日过上好
日子：“当了第一书记，就要扑下身子、
沉下心来，群众不富我绝不走！”

第一书记陈智鹏：乡亲不富誓不还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一支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
基层扶贫队伍，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
点，是群众稳定脱贫的关键。新乡县
坚持在脱贫攻坚一线锻炼干部、考验
干部、使用干部，打造出了脱贫攻坚
的“铁军”。

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
县乡村层层签订脱贫攻坚目标责任
书，县委常委分包乡镇，县长分包行
业部门，形成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抓，
副书记、主管副县长具体抓，各分包
常委包乡镇抓、各分管副县长分行业
抓，人大、政协分管副职联系抓的合
力攻坚格局，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

强抓基层党建，提供有力保障。

着力建强党支部，县财政投入 899万
元，村干部工资和运转经费标准居全
市首位，创建农村示范党支部 3 个、

“五星村党支部”9个。着力抓好干部
队伍，突出抓好乡镇党委书记、村党
支部书记、驻村第一书记“三支队伍”
建设，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
村党组织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能
力。把“村民代表提案制”作为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和基层组织建设水平
的主线来抓，不断加强乡村治理机制
建设。

加大干部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分期分批对全县各级扶贫干部进行脱
贫攻坚知识培训，全面提高业务水平
和工作能力，截至目前共举办各层次
扶贫干部培训班 5期，实现全县扶贫
领域干部培训的全覆盖。对178名村
党支部书记和 72名驻村第一书记进

行轮训，加强基层干部培训，覆盖1万
余人次。

强 化 督 导 考 核 ，严 格 落 实 奖
惩。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调整、充实
督导督查力量，由县委副书记和县
纪委书记牵头抓督查、促整改，组建
2 个由县级领导任组长的脱贫攻坚
专项督导组、5个纪委督查组，专人、
专职、专责，对 8个乡（镇、区）、行业
部门进行不间断督导巡查，及时发
现问题，现场督促整改，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

对54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同时
开展驻村第一书记集中采访活动，培
育了李明政、李兴科、戴江伟、荆素
杰、张家俭、宋振强等一批第一书记
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党
员、带动党员，进一步坚定了全县上
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

新乡县：扶贫一线“练队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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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葛思贤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铁路进行了六次大提
速，从绿皮车到复兴号，出行速度越来越快。

“过去坐个火车经常要一天一夜，自己煮点儿茶
叶蛋，带点儿馒头、咸菜，就是很不错的干粮。还有
列车盒饭，装在铝制的饭盒里，吃完了再给饭盒还回
去。再后来，又变成白色的一次性饭盒装的了。”说
起记忆中的火车餐，“60后”戴女士记忆犹新。

戴女士吃过的这种铝制饭盒“变身”一次性塑
料饭盒，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而到了2000
年，有些地方的盒饭还改成了菜饭分离的四格饭盒。

不过，赶上了这些变化的“70后”网友“爱”，在大
学时代依旧保持着自带干粮的习惯。他清楚地记得，
返校列车上父母准备的大餐：“上车前一天，我爸就买
来很多牛肉和雪菜、螺丝椒，给我做满满一大罐子咸
菜。在卧铺上，大家一起打开了吃，非常受欢迎！”

高铁普及后，封闭的车厢、缩短的旅途正逐渐
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

今年十一长假，家住郑州的“90后”小张去邻
近的城市来了趟两天两夜的旅行：“下班后去郑州
东站坐高铁，等到了目的地，也刚晚上九点多，不耽
误吃晚饭。”关于路上吃啥，她提道：“我妈要给我备
干粮，我说不用，顺路或到东站拎个快餐就行了。”

如今，颇具年代感的“干粮”一词，已甚少被提起。
从广州回家的苏小姐，选择在高铁站便利店购

买饭团等食物，她还观察了其他旅客的食物，“途中
有几站，看见有人收到12306上订的外卖，大部分
是西式快餐，也有的中式汤饭。”

时代在变，“食”尚也在变。下面看看这几位
网友的“精致”火车餐：

@婉怡：外带寿司浇上芥末酱油，搭配车外

祖国的好山好水，食欲噌噌噌往上涨！还可以用

保温杯装咖啡，香味飘满全车厢。

@火锅协会会长：我带了一盒草莓、周黑鸭

和一块奶油蛋糕！还有快热小火锅，不过最好别

在动车高铁上吃，车厢不透气，会影响别人。

@吃太多：在高铁上吃饭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毕

竟速度快，但还是忍不住打包炸鸡全家桶啊！③4

网友纷纷当导游，为家乡设计小众文化游线路

“火车干粮”见证时代之变

他们，
爱上厚重河南

十一黄金周“大数据”发布

聊聊河南人出游那些事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利瑶 杨霄

10月 8日，高德地图、携程
旅行网相继发布大数据报告，

揭开了河南人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出行“画像”。
根据高德地图数据显示，国内 12个省份、50

个旅游景区，成为今年十一黄金周自驾游游客的
“打卡”胜地。我省的郑汴洛占据5席，分别是龙门
石窟、白马寺、少林寺、清明上河园、开封府。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黄金周，国人告别爆买
与打卡模式，游客开始推崇“旅游文艺范儿”，博物
馆旅游走红。其中，河南博物院荣登“国庆十大人
气博物馆”第四位。

黄金周期间，人气最高的景区有哪些？无疑，
天安门广场位列十一期间全国最受欢迎的十大景
区榜首。此外，河南焦作的云台山，受追捧热度依
然不减，上榜人气景区第十位。

今年的国庆节，国内哪些城市的市民最热衷
外出旅游？根据携程截至 10月 8日的在线预订
旅游度假产品的人数看，郑州排名全国第 15位，
跻身出游“新一线”城市。而北上广深，依然是十
一旅游的主力军。

根据携程“出境旅游消费力排行榜”显示，通
过预订出境跟团游、自由行产品，人均消费最高的
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青岛、大连、苏州、沈阳、哈
尔滨、昆明、成都、重庆、福州、郑州、长春、西安、厦
门。二三线城市消费力明显提升，其中，大连
7809 元、苏州 7663 元、郑州 7298 元、西安 6980
元，都比去年国庆明显提升。③4

上海女作家钟情“文化河南”网友设计“小众旅行线路”

今年国庆黄金周，我省接待游客数、

旅游综合收入都创历史新高。壮美的中

原大地被众多游客青睐，“老家河南”已

经成为宣传、推介河南的重要名片。除

了上海女作家石磊，此前，还有很多省外

作家和国际友人被河南深厚的文化底蕴

所打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2017年 11月 3日，著名诗
人、词作家阿紫第五次来到河南，
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央信息
厨房直播间里，畅谈她的河南之
缘。五次来河南，让阿紫感触最
深的是河南人的质朴。她说，这

块土地不仅是人杰地灵，更重要的
是让人感到温暖。和朋友一起吃烩面时，听到周围的
人说起的河南话，就会给人一种特别的暖流。阿紫回
忆道，自己和河南人之间的缘分就融入这一碗香香的
烩面里，身边的河南人都是值得用心去交流的朋友。

著名诗人阿紫：

最打动我的是河南人的质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丛博

10月 8日，国庆长假后上班第一天，大河报以《上海女作家游河南倾情“亲爱的豫”》为题报道了上海作家石

磊游记《亲爱的豫》成热点新闻，引发读者大量关注。她在8天的河南文化之旅中，避开了热门景点，选择了有着

深厚文化底蕴的小众景点，让全国不少游客感叹“原来河南有文化底蕴的景点这么多”！

其实，对于“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的河南来说，可供游览的文化景点还有很多。网友纷纷

主动设计自己眼中的“小众河南文化旅行线路”，推介“老家河南”文化旅游资源。

游记《亲爱的豫》
刷遍朋友圈

“河南这个地方是任何时候让我去，我都
会有激情去的地方。”国庆期间，石磊写的 5
篇游记《亲爱的豫》在微信朋友圈传播，文章
记录了她的 8天河南文化之旅，所到之处并
非人山人海的热门景点，但无不彰显着厚重
的中原文化。

石磊是“60 后”上海女作家，作品擅长
描写都会人生，文字痛快淋漓。她在游记
《亲爱的豫》中感叹：“一路驰骋，河南这个地
方，动不动就是曹操孔明武则天，开口就是
商周秦汉，几乎处处辉煌，脚脚有灵。”不少
网友留言“想跟着你的脚步走一圈”。河南
之行不仅让石磊领略到中原的厚重文化，
热情的河南人、美味的豫菜更是让她印象
深刻。

女作家的豫游线路
是如何设计的？

上海女作家石磊河南文化游线路：北宋
皇陵、巩义石窟寺、康百万庄园、洛阳古城丽
景门、洛阳博物馆、新安千唐志斋、南阳汉画
馆、武侯祠。

石磊的这趟河南之旅，离不开河南律师
朋友白永理的精心设计和推介。担任向导的
白永理钟情历史文化，这次她推介的河南游
景点，很多也是自己第一次去。

石磊的要求是简单地“看点好东西，吃点
美食”，只点名要去南阳汉画馆。为了设计路
线，白永理没少咨询亲朋好友。

敲定的这条文化旅行线路，白永理的想法
是：“一座汉画馆足以说明我国汉代民间富足
和艺术高超。盛唐东都洛阳，真正想了解历史
去看博物馆馆藏文物是最佳的途径。了解石
磊喜欢鉴赏书法，就推荐去新安千唐志斋看唐
碑，最后是魏晋的石窟佛像，那个小小的只有
五座石窟的地方，是有其历史和地位的。”

一路走来，在白永理的陪伴推介下，石磊
对河南文化赞叹不已，约了以后再来看马街书
会，浚县庙会，去三门峡地坑院做客，再欣赏永
城的汉画像，还要听一出豫剧。

@刘娜娜：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

年前是帝都。很多人说“到西安看坟

头，到北京看城头，到安阳看骨头”，其

实大安阳可不只有“骨头”。去洹园，听

章邯和项羽洹上会盟的誓言，遥想文王

演易的悲怆，感受建安风骨。在洹园门

口老字号里来一碗粉浆饭或者槐叶饭，

叨两口血糕、皮渣，也算不白来一趟。

除了热门景点中国文字博物馆、红旗

渠、太行大峡谷，我一定要推荐汤阴的

羑里城、岳飞庙，滑县的大运河、老码

头，内黄的颛顼帝喾二帝陵、汉代村落

遗址三杨庄，更有那 6000 年文明不断

代的渔洋村，40 多个古村落里隐藏着

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九府十八巷七十

二胡同里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来吧！来安阳走一遭吧！

@一枸莱特：我觉得可以设计一个

华夏文明溯源游：郑州—始祖山（黄帝

故里）—逍遥观（黄帝访广成子之处）—

禹州古钧台（夏朝开国大典）—禹王锁

蛟井—钧瓷博物馆—瓦店夏都遗址—

神垕古镇—大鸿寨（黄帝驻军、红叶）—

登封（夏禹文化，嵩山文化，少林文化），

有人文，有自然，文化浓得化不开。

@我的粮食：许昌三国文化一日

游：丞相府—曹魏古城—春秋楼—灞陵

桥游园—护城河环游。

@桐溪毓秀：南阳卧龙岗，医圣祠，

张衡墓，独山国家玉矿公园以及白河国家

湿地公园。既有人文景观，又有山水相

连，可谓两街楚风汉韵，一城绿水青山。

@齐齐范：洛阳伊川彭婆镇的范

园，范仲淹和他的儿子安葬在这里。历

史悠久，人文价值高。

@阳光闪烁：鹿邑老子故里旅游

区，老君台，明道宫、太清宫、陈抟庙，感

受道家的文化，品尝当地的特色早点

“妈胡”，逛吃逛吃。③5

看到上海女作家小众河南游线
路，网友们纷纷当起了导游，自发设计
推荐自己眼中值得一去的小众文化景
点。

10 月 8 日中午，大河报官方微博
发布了“老乡看过来，一起#寻找河南

小众景点#”有奖征集。龙门石窟、嵩
山少林寺、清明上河园……在河南，除
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化旅游景点，还
有哪些底蕴深厚的小众景点？你的老
家哪里值得转？网友纷纷留言当起向
导，为家乡设计小众文化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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