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箜篌的“横空出世”，要从闭幕式上
这位宛若仙子的箜篌演奏家说起。

她叫鲁璐，今年刚刚 31岁，是毕业于中
国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国民族管
弦乐学会箜篌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音乐
学院兼职教师，天津大学艺术导师，海南大
学、河南师范大学箜篌客座教授。老家在原
阳县官厂乡，是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姑娘。

鲁璐的“箜篌人生”堪称传奇：不到18岁

就被原文化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聘任为箜
篌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刚进入19岁又被中
国音乐家协会聘任为箜篌研究会秘书长，多
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为国内外嘉宾表演“绝
艺”。自 2014年毕业 4年来，她率箜篌团队
沿丝绸之路 7 次往返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逾十万里进行箜篌寻根之旅。同时，在北
京组建起中国箜篌研发中心，获国家研发成
果专利30多项；组建起全国首家箜篌师资培

训体系，填补国内 200多个城市无箜篌师资
人才的空白。

事业取得巨大成功，所到之处都是鲜花
和掌声，年轻的鲁璐却总觉得空落落的，内心
深处“缺点什么”。鲁璐清楚，在外打拼多年，
她心中始终放不下的是家乡：“在自己深耕的
领域小有成就，我第一刻想到的就是要为家
乡做些什么。我想家了，我要回家，我要把我
的事业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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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絮语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刘鸿涛

不久前，在西安举办的第

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吸

引了伊朗、土耳其、俄罗斯等

68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众多知名影人、专家学

者——在这样一个大咖云集的

国际文化交流盛会上，有个独

特的“河南元素”引人瞩目！

10 月 13 日晚上的闭幕式

上，一个名为《丝路》的器乐舞

蹈是此次盛会唯一的器乐类节

目，女演奏家长发飘飘、素手飞

扬，挥洒自如的同时演奏箜篌、

古筝两种乐器，明快热情的乐

声从指间倾泻而出。娴熟的技

艺，“仙气”十足的演绎，独特的

演奏方式……一下子引爆全场

观众的情绪，把晚会气氛推向

了高潮！

这叫“竖篌卧筝”，是代表

我国“丝路文化”的符号，而这

其中，最重要乐器“竖篌”就是

如假包换的“新乡造”！据了

解，这已是新乡箜篌40天内第

四次登上国际文化舞台，还被

当作“国宝”展示在丝绸之路

（敦煌）国际文化博物会上，又

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尼日利亚

总统夫人，一次次奏响中外文

化交流的“新乡音”！

身怀“绝艺”，一心恋故土1

她，让唐代箜篌在新乡“复活”

不经意间，家乡遇“知音”2

今年年初，鲁璐邀请几个有意发展箜篌
项目的企业家朋友，一起踏上了回乡路，第一
站先到了离市区最近的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
发区 （以下简称“经开区”）。

“到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鲁璐说，本来
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向考察，他们自己原本也
不太在意，没想到经开区的领导和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都到齐了，不仅找好了多个备选厂
址，还马上组建起落地对接领导小组并拿出
了全面的对接方案，承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投资商郝志辉说，河南人的厚道和勤政

作风名不虚传，新乡人的热情和务实精神让
人动容，经开人的果断和精细态度令人感慨，
别说鲁璐念念不忘家乡，就连他这个北京汉
子都感受到了如家人一般的温暖。

郝志辉当场拍板：“定了！不再去别处看
了，就定在经开区了！”

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非常“英明”。郝
志辉说，服务业投资办公室、工商分局、经发
局……经开区的各个职能部门说到做到，主
动对接、主动服务，列出工作台账，时间细化
到天，任务具体到人，积极与上级部门协调，

为企业争取优惠政策，全力保障项目建设。
3月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注册资金1亿

元的久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久鼎公司”）就全面落地，鲁璐亲自担任文
化与制作总监。该项目集箜篌复原、研发、生
产于一体，组成强大的箜篌“研、产、展、教、演”
五位一体团队，目标是打造国内乃至世界“独
一份”的现代化箜篌文化产业链。目前，一家
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老板带着首期10亿元的投
资计划找鲁璐洽谈合作项目，计划在新乡经开
区建设一家世界级的箜篌文化产业园区。

堪称绝技，敦煌飘“新声”3

回到家乡，感受到一线城市没有的“烟火
气息”，弥补了鲁璐的某种缺失，一碗烩面、一
盘花生、一杯清茶，父母在旁，如此甚好！

项目顺利运行，在“家”的鲁璐心里踏实
安定，工作起来事半功倍。

今年 4月，鲁璐团队应敦煌艺术研究院
和甘肃省文投之请，要复原仿制15款敦煌壁
画中出现的古箜篌，仿制作品既要形似，还要
神似，又要具备实际演奏功能，更要有高度的
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仿制成功后不仅要在
9月底召开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
会上进行展览表演，还要作为文物被敦煌艺
术博物馆永久珍藏。

鲁璐团队曾成功还原复制了 80多款不
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形制的箜篌，
也曾获得国家专利30余项，有丰富的“实战”

经验。但这次敦煌壁画箜篌复原仿制标准要
求更高，每一架箜篌都须经过独特的设计，根
据外观不同内部构造也完全不同，再加上这
一次时间紧、工作量大、要求高，对她来说是
个不小的挑战。

敦煌壁画中的箜篌，是天马行空的艺术
想象和艺术描绘，和实物有很大差距；与此
同时，部分图像因年代已久模糊不清，也给
箜篌制作带来很大难度。返回经开区后，鲁
璐和她的团队快马加鞭，线描、设计、制图、选
材……每一件制作都要至少16道程序，要经
过无数次调试。

“琴弦来自德国，木料选用的有俄罗斯桦
木、缅甸花梨木，欧洲色木、上海特制板,还有
我们兰考的‘焦桐’。”鲁璐说，每一架新乡箜
篌用材都具有“国际气质”，同时也吸纳了国

内一流的制作工艺：绘图由国家顶级制图专
家绘制，乐器由国内顶级制作专家制作，木雕
工艺来自浙江东阳，漆器工艺来自山西平遥，
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自动化专业的博士负责
对箜篌机械的研发，鲁璐全面把关和音律定
位……他们制作出来的箜篌件件堪称“臻品”。

6月份，第一架箜篌顺利从敦煌壁画中
“走”下来，在经开区发出了美妙的乐声。紧
接着第二件、第三件……9月 27日，第三届丝
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隆重开幕，这
15架“新乡制造”闪亮登场，成为整个博览会
的焦点，得到了与会领导及上百个国家代表
的一致好评。

敦煌艺术研究院更是十分满意，决定把
“合作”延续下去。下一步，更多的箜篌将通过
新乡人之手走下壁画、飞向世界、飘扬“新声”。

面向全球，建箜篌“高地”4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经开区在开

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经济发展看班列，文
化传播观箜篌，经济和文化在‘走出去’的路
上步履铿锵！”10月 22日，新乡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刘思江激动地说，感谢鲁璐和她的团队，
仅最近几十天，“新乡造”箜篌便接连亮相中
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北京国际音
乐生活展，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第
一届河南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博览会……极大
地为河南增了光、添了彩。

“我们下一步还要挖掘新乡、河南的箜篌
文化！”鲁璐表示，她愿意努力为家乡作更大
贡献。

箜篌作为古代盛世大乐，最早即产生于
牧野大地，由华夏音乐始祖师延所造。这一
点在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东晋王嘉《王
子年拾遗记》、宋代《太平寰宇记》等典籍中都
有提及。鲁璐说，他们将在新乡追根溯源挖
掘箜篌文化，同时谋划建设丝路箜篌博物馆和
世界箜篌五千年演绎穿越时空隧道，让新乡文
化更厚重，让箜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迅速。

“我们计划复原更多的箜篌。”鲁璐说，久
鼎公司预计两年内可推出 60款箜篌创新形
制，包括 20款中国现代箜篌形制、20款中国
古代箜篌形制、20款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古代
箜篌形制，将把新乡建成箜篌制作的世界工
厂和览胜“高地”。

“我们将全力推动箜篌教育事业”，鲁璐
说，他们未来打算依托中国音乐学院建设箜
篌师资教育学院或依托河南师范大学建设箜
篌师资教育学院。以全国68万所中小学校、
12万所各类琴行和艺术培训中心以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箜篌爱好者为目标，大力度培
养箜篌师资人才。近几年，将优先为新乡市
中小学校公益培养 300名箜篌教师，协助全
市箜篌教师组建 300支学生箜篌乐队，确保
全市箜篌学员总人数达到3000名，继而向全
省、全国、全世界扩展。

鲁璐还计划打造大型乐器制作材料供应
基地，带动新乡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让群众增
收致富，为脱贫攻坚作贡献。8

□新观

“箜篌奇才”鲁璐回家创业的故事耐人寻

味。新乡的干部热情很“暖心”，务实服务很“贴

心”，发展环境让人很“放心”。此心安处是吾

乡，鲁璐说，我到“家”了。

一个“家”字值万金。家是温暖的怀抱，家

是幸福的港湾，家让人踏实，家给人无穷的动力

和奋斗的理由。所以，鲁璐和她的团队迸发出

更大的激情和活力，事业将登上一个又一个新

的台阶。

不仅是鲁璐，更多客商在新乡经开区找到了

“家”。今年以来，该区新落地项目 14个，总投资

132.81亿元，其中包含有总投资 80亿元的高新技

术材料碳纤维产业园、总投资 20亿元的新乡创新

谷、总投资 5亿元的货车帮智慧物流园等优质项

目，还有47个在谈项目，计划投资额746亿元。

新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刘思江说：“我们要

把经开区打造成群众之家、客商之家，让大家都

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热诚企盼更多游子

回家！”8

长期躲避执行 失信人被拘留
10月 15日，新乡市红旗区法院成功将一名

长期在外逃避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从郑州押
回，并依法将其司法拘留。

在一起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中，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赵清某返还原告某建筑公司多支付的
安装工程款 460638.18元及相应利息。判决生
效后，被告迟迟不肯履行，故原告诉至红旗法院
强制执行。法院多次催促赵清某尽快履行法律

义务，其仍明确表示拒不履行，法院依法向其发
出了限制高消费令。

赵清某电话频频换号，家中常常锁门，执行
干警多次寻找都无果而回，案件一度陷入停滞不
前状态。一个偶然的机会，执行法官得知赵清某
在郑州，便将其带回新乡。赵清某仍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合议庭评议，法院依法
对赵清某实施司法拘留15日。（陈德亮 禹亚光）

闻听要拘留“老赖”忙还款
近日，新乡市红旗法院执行局圆满执结了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本想再耍赖的被执行人
刘某闻听拘留忙履行。

在一起借贷纠纷案中，红旗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刘某偿还原告邱某本金4万元及相应利息，
可判决生效后被告迟迟不肯履行，故原告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刘某与法院玩起了

“躲猫猫”。随后不久，其母病故，刘某回家办丧

事，被申请执行人发现。承办法官得知后，告诉
邱某，出于人之常情，待丧事结束后再行动。

丧事一结束，执行干警随即将刘某“提”到
法院。刘某依旧明确表示不予履行，法官表示
要将其司法拘留。闻听要被拘留，刘某顿时吓
慌了，急忙通知家人将所欠邱某的本金及利息
共5万元交到法院，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圆满执
结。 （陈德亮 禹亚光）

国庆假期突击结案
10 月 3日，国庆假期第三天，新乡市红旗

区法院开展了突击集中执行活动。
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红

旗区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马某、邢某夫妻俩赔偿
原告秦某某现金7039.78元。因二被告迟迟不
肯履行法律义务，故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尽管红旗法院先后向
被执行人下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传

票，但二被告一直逃避执行。在此次突击集中
执行活动中，经事先多方排查,当执行法官出
现在某菜市场二被执行人面前，二人顿时很感
吃惊：“你们咋会找到了这么一个很不起眼的
小区？”听了执行法官的释法，二被执行人迫于
法律的强大震慑，赶忙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当
场履行了还款义务，该案成功执结。

（陈德亮 禹亚光）

长垣县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
实行审计监督全覆盖，是新形势赋予审计

机关的一项重要使命。近年来，长垣县审计局
通过创新审计方式，建立审计轮审制度，加大
整改和查处力度，积极探索审计监督全覆盖。

该局将审计项目分为财政预算执行及财
务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专项资金审计、政
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形成目标统一、内容衔
接、层次清晰的操作体系，在一个轮审周期内

实现审计全覆盖；采取将常规审计与重点审计
相结合、专项审计与绩效审计相结合、预算执
行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的方式，有重
点、有步骤地推进审计全覆盖。此外，该局紧
盯专项资金、民生资金管理和使用的重点环
节，深入分析问题，着力揭示违法违规现象，并
从宏观角度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

（刘翠霞）

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
近年来，长垣县审计局通过强化审

计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审计整改制度化
管理，强化审计整改监督问责，努力做
好审计监督的“后半篇文章”。

长垣县明确被审计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作为整改第一责任人，对重大问题
亲自抓。县人大常委会、县督查局及时
对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对审计或审计整改在检查中发现的典
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和建议，及时
报告处理；县督查局将审计整改事项纳
入县委、县政府大督查工作范围，列出
整改清单，建立审计整改台账和整改销
号制度；对审计整改事项采取逐条逐项
跟踪监督问责制度，对整改措施不到
位、整改效果不明显、超越整改时限不
能及时报送整改结果的，下发督查通
报，必要时启动问责程序。 （刘翠霞）

地方传真

新乡将全面推行
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王永乐）10 月
30日，新乡市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
应用推广暨产品推介会在辉县召开。为了
避免传统建筑在外墙上加贴保温层引起的
安全隐患，新乡市将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所
有县(市)，全面推行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
设计、建设，新乡建筑保温技术将全面实现
从“穿棉袄”到“穿铁布衫”的升级转变。

据了解，传统建筑外墙加贴保温层曾经
引起脱落伤人、失火等多种隐患，为此，河南
省住建厅于2014年开始示范推行建筑保温
与结构一体化技术，要求建筑墙体保温应与
结构同步施工，实现建筑保温与墙体同寿
命。

为加快推进新乡市建筑保温与结构一
体化技术应用，提高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
业务能力，新乡市还邀请行业专家对保温与
结构一体化技术、建筑节能一体化的技术要
求、设计和实际应用、发展前景、相关标准、
防火规范及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

新乡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刘勇坤表示，
将大力推动建造方式创新，带动房地产企业
建造出优质、适用、经济、安全、绿色、美观的
房屋，来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8

长垣县

建成“三务”公开微信群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薛新辉 陈阿冰）“不出家门，村里的大小事
都能了解清楚了，有啥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微
信上直接问，不用来回跑趟，真是太方便
了！”10月 31日，谈及村里“三务”公开微信
群时，长垣县满村镇陈墙村村民陈松涛兴奋
地告诉记者。

为解决传统村务公开数据不全、列支笼
统、群众查看不便等问题，今年以来，长垣县
纪委监察委积极推进基层“党务、村务、财
务”公开，探索建立了以村（社区）为单位的

“三务”公开微信群，打造指尖上的监督平
台。微信群按照“一村一个、一户一人”的原
则建立，及时向群众公开村内财务收支、村
集体资产处置等信息。截至目前，全县 18
个乡镇 560个村(社区)建立了“三务”公开微
信群。

长垣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察委
主任张彤认为，微信群将村级事务运行过程
置于阳光下，实现了清集体“家底”，亮干部

“箱底”，明群众“心底”，拓宽了群众监督渠
道，规范了干部的行为，增强了干部廉洁自
律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和遏止了腐败现象的
发生。8

长垣县

首届国际马拉松赛开跑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宋红胜 通讯
员 王晨光）10月 28日，韵动中国·2018“卫
华杯”长垣国际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国
内外的7000余名跑友参赛竞技。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新华网、长
垣县人民政府主办。本届赛事设计的LO-
GO，是一名憨态可掬的厨师奔跑的卡通图
案，寓意了马拉松超越极限的精神与厨艺
无止境的追求脉络相通。

大赛设立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迷
你马拉松（6公里）三个组别。比赛还设置
了河南籍选手奖和长垣县居民奖。经过激
烈的角逐，中国跑友程永全以 2小时 43分
44秒的成绩斩获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女
子全程马拉松冠军被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
手肖克梅拉以 3小时 1分 12秒的成绩收入
囊中。

长垣国际马拉松以“最美味的马拉松”
独树一帜，赛事结合长垣厨师之乡的独特优
势，同时举行了马拉松美食节活动。8

企盼更多游子回“家”

鲁璐和箜篌已成为新乡新的“文化名片”。图为鲁璐在第一届河南高博会上倾情献艺 周保华摄

鲁璐团队用5个月时间，复原仿制15款敦
煌壁画中出现的古箜篌 周保华摄

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上，鲁璐在推
介箜篌文化和老家河南 周保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