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世君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

节，也是让人倍增民族认同感凝

聚力的时刻。在 2019 年春节团

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这是一

种期许，更是一种鼓舞。

从短视频《啥是佩奇》彰显的那份期盼春节团

圆的情感，到贾樟柯微电影《一个桶》表达的对家

味的热爱，再到春节晚会营造的阖家欢乐氛围，都

传递了一个朴素的认知：过年，过的是习俗，品的

是年味，而年味的核心则是家味。刷脸进站、微信

红包、旅游过年，过年的方式与载体在变，但不变

的是对“年”的感情，是蕴含的价值取向——对阖

家团圆的希冀、对幸福美好的企盼、对家国情怀的

凝聚……

春节期间亲朋团聚，谈论最多的是家庭的变

迁、个人的变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让自己收入更

高、家庭氛围更融洽、未来日子更红火。“小家”旺，

“大家”兴。河南是亿万中原儿女的“大家”，崛起

振兴的夙愿、中原更加出彩的使命，奔的也都是这

个“家”的红火未来。日前，我省印发《关于春节期

间开展乡土人才联络和回归有关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抓住春节返乡期间有利时机，全面开展乡

土人才联络和回归工作，为的就是让一个个“小

家”为“大家”的发展添把火、助把力。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中原更

加出彩，才能成就每个人的出彩人生；每一个河南

人努力奋斗的多彩、浓彩，汇成中原的更加出彩。

河南是蒸蒸日上的发展热土，家乡是大展身手的

追梦舞台，在“年味”“家味”中感知亲情乡情、加足

为“家”奋斗的满满能量，让个人成长与河南发展

同频共振，葆有一份爱“家”的情怀，增添一份为

“家”添砖加瓦的责任，再接再厉付出让“家”更光

彩精彩出彩的行动，大踏步迈向幸福，不管是“小

家”还是“大家”，“日子”定然能越过越红火。2

让“家”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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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德中 王延辉

春节临近，郑州的年味儿越发浓郁：夜幕下，满街红灯笼高挂，霓
虹灯闪烁，到处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1月 31日晚，踏着一路溢彩流光，走进位于蓝堡湾贵人街的一家
名叫“ZAX BBQ”的餐厅，简约的美式风格、轻柔舒缓的音乐、进出的
外国友人，所有的这一切，给人一种置身另外一个国度的错觉。

这家由美国小伙 Zach和他的河南媳妇创立的美式餐厅，已成为
在郑州工作、生活的外国人餐叙交流的聚集地之一。

在这里，记者邂逅了会说一口地道河南话的美国小伙儿Kenton，挺
着大肚子的法国大叔Thierry（杰利），留着大胡子的英国小伙Philip……
攀谈中，在他们的故事里，一个开放发展的郑州更加鲜活生动起来。

“风光”的风光

“中中中”“可好了”……餐厅一角，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说着地
道的河南话，还真让人有些意外。

“Hello，恁河南话说得可真不赖！”记者走过去，和这位外国友人
聊起来。他叫Kenton，30岁，一米八几的个头，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
的密尔沃基，从小就想当一名演员，不承想这一梦想在河南实现了。

当天晚上，Kenton和他的美国朋友Nathan正在一起研究要接拍
的电影。Nathan，中文名叫白雷森，人称“老内”，来郑州已有4年。“他找
了个郑州姑娘，‘嫁’到中国来了，成了真正的‘老内’。”Kenton打趣道。

Kenton 也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叶风光。刚来中国的时
候，和很多外国人一样，他先去了上海，待了4个月后，发现自己的生

活没有大的变化。“周围几乎全是外国人，说的也是英语。我想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他告诉记者。

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叶风光来到了商丘柘城的一
个村庄。在农村将近一年的时间，他和乡亲们生活在一
起，一点一滴地学中文，日积月累，与周围人沟通交流
越来越顺畅。

2016年夏，叶风光来到郑州。这个能随口说
出地道河南方言的美国帅小伙儿引起了很多关
注。他开始参加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也会在短
视频平台上传有趣的内容。有导演发现了他，
邀请他参演电影或电视剧。

如 今 ，叶 风 光 已 成 为 一 名 演 员 和“ 网
红”。他先后接拍了《八佰》《幕后之王》《鹰
猎长空》等影视作品，还专门创作了《风光的
郑州》《郑州 Party》《一起来过新年》等短视
频来宣传河南。

“河南人淳朴、善良、热情，他们总是不求
回报地帮助我。”叶风光爱上了河南，爱上了郑
州。由于工作原因，他常在全国各地跑，很多
人问他：“为啥你的中文有股‘河南味’？”叶风光
总笑答：“我来自郑州，我是河南人，我在中国的
老家就是河南。”

说到兴奋处，叶风光拿出一张白纸，画起了
地图。（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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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过去的一年，我们很辛苦、也很充实，有付出、更有收获

新华社北京2月 4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4 日同苏丹
共和国总统巴希尔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苏丹
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
之一。建交60年来，两国关系始
终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成
果丰硕，2015年中苏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我对此感到满意。我高
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
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深

化各项合作，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成果，推动中苏战略伙
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巴希尔在贺电中表示，苏中
建交60周年是具有深远历史意
义的重大事件。60年来，苏中双
边关系在各领域稳步发展。苏方
愿继续加强两国友谊与合作，响
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苏中战
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
苏丹总理穆塔兹也互致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中方高度重
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苏丹政府
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 60周年
为新起点，拓展深化各领
域互利合作，不断增进
两国人民的福祉。穆
塔兹在贺电中表示，建
交 60周年是苏中两国
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苏方将同中方一道
努力，继续深化苏中互利
合作，推动苏中传统友谊不
断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就中苏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苏丹总统互致贺电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农
历大年三十，在万家团圆的日子，省
委书记王国生到开封市，和社会福
利院的老人、孩子一起欢度新春佳
节，送上党和政府的温暖与祝福。

红红火火的灯笼，寓意吉祥的
春联，开封市社会福利院处处洋溢
着浓浓的年味儿。“我给大家拜年
了！”王国生一走进老年活动室，就
拉住老人的手送上新春祝福，挨着
90岁的李洁云老人坐下，关切地询
问穿得暖不暖、身体怎么样。李洁

云笑容满面地说：“在这里我们每个
人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生活得很
舒心，感谢总书记、感谢党。”王国生
说：“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有党
的好政策，大家的生活会越过越
好。”老人们连连点头。

王国生来到青少年活动室，和
孩子们亲切交流，这里一下子热闹
起来。党丽苑小朋友给大家朗读课
文《难忘的一课》，王国生给她鼓掌，
勉励她要领悟文中的家国情怀，好
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王国生说，

要从小树立远大理想，热爱生活、健
康成长，争做中国梦的追梦者和圆
梦人。

走进婴幼儿部，王国生与负责
看护人员进行交流，向“爱心妈妈”
询问孩子们的身体康复情况。在福
利院厨房，当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准
备年夜饭，王国生走到桌案边，和大
家一起包起饺子来。

王国生动情地对老人和孩子们
说，除夕是亲人团聚的幸福时刻，党
就是你们的亲人，我们就是你们的

家人。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要带着爱心、真心把老人孩子
照顾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
家庭的温暖。”王国生叮嘱有关负责
人说，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工
作，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发
展的成果。

王国生还到开封市救助管理
站，详细了解救助管理情况，对他们
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穆为民一同看望慰问。③6

王国生到开封市社会福利院
与老人孩子共度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高金光 李晓玮 李虎成 陈小平

2月 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欢度新年的气息，在卫辉市唐庄镇的
镇区、乡间已越来越浓。

原想着镇党委书记吴金印的工作状态能够闲下来。可没想到，记
者跟了他大半天，亲眼看到77岁的他，依旧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
紧张节奏。

早上不到 8点，他就连打了几个电话，询问人防工程的施工情况，
新栽的板栗树的浇水进度，田爻村明清仿古村落的工期安排，交代开春
就要启用的“楸树试管育苗组培室、驯苗棚”建设抓紧收尾……

忙完几件事情，吴金印就来到了唐公山，我们随着他一路查看、一
路探问。

寒风凛冽中，放眼望去，满山栽植的柏树、雪松，不畏冷冬，葱茏一
片，非常壮观。一处山坡上，石刻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标语，格
外醒目。在一处山坳里，一辆辆装满土的重卡往来穿梭，正在忙着造
田，新砌的石堰层层叠叠，甚是好看。

说起唐公山，还有一段小故事。唐公山原名西山，属太行山余脉的
一个分支，有百道岭、百道沟，因早年间挖山开石留下千疮百孔，“山顶
草不长，山坡光脊梁，沟里不产粮，雀鸟饿断肠……”曾经是其真切的写
照。从 1999年起，目光长远的吴金印开始带领群众治理荒山、恢复生
态。成百上千的干部群众和他一起扎进西山，以燕子垒窝的恒劲、蚂蚁
啃骨头的韧劲，艰苦奋斗十几年，打造出 600多万个鱼鳞坑，种下 800
多万棵树木，让乱石荒山变成了如今的森林生态园。附近几个村的村
民感念他的功绩，趁他出差之际，请工匠在山上刻下“吴公山”三个红色
大字。吴金印回来发现后，立刻让人改成了“唐公山”。问起当时改
名的缘由，吴金印对我们说：“这是唐庄广大群众苦干出来的，我
怎么能把群众的功劳贪污了？”

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往上走，半山腰的梯田边上，刚好
碰见正带人给新栽板栗树浇水的原副镇长肖金。他与吴
金印共事20年，是吴金印的好帮手和铁杆“粉丝”。退
而不休的他，依然跟着吴金印治山、造地、搞工程。“唐
庄历来都是冬闲变冬忙。这个冬天，老吴带领我们
种了几千亩板栗树。每亩58棵，今年九十月份就
能结果儿，一棵树能收 100元，明年一棵树能收
300元，既是响应‘建设森林河南’的号召，又给
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肖金说，老吴这样拼着
命干的人，不好找，他又有远见又吃苦耐劳，很
多大家以前觉得干不成的事儿他都办成了。

从唐公山下来，就进入了位于唐庄产业园
区的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吴金印说，别
看要过年，但唐庄的很多企业、工地都不停产，这
个企业更是抓得紧，咱拐进去看看。进入生产车
间，生产线果然一片繁忙。细小的聚酯颗粒经过
一台台德国产设备的双向拉伸，被制成薄膜，以每
分钟500米的速度向前飞奔，被切割、打捆。“银金
达生产的环保型可降解塑料薄膜，科技含量非常
高，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制定行业标
准的龙头企业。”对于自己费尽辛苦引进扶植起来的
企业银金达的情况，吴金印如数家珍。（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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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首 2018，这一年改革开放

再出发，中原发展靓丽出彩。身处基层一线的劳动者们

铆足劲，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做出彩河南人，干出一番新

天地。

让我们在新春佳节走进基层一线，回眸那些2018年

的出彩画面，领略时代劳动者的昂扬激情，为新的一年更

加出彩加油鼓劲，为新中国70华诞献礼！

02~03│特刊

奋斗新时代
新年更出彩

来自法国的杰利大叔（右二）和美国、德国等国交换生在郑州欢度
新春佳节。⑨3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摄

本报今日推出特别报道

吴金印(右二)到群众家中看望慰问，送去新春祝福。⑨3 刘长利 摄

2月3日，在K1164次列车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客运段的乘务员们精心准备了窗花、对联等装饰物品，让
回家过年的旅客感受到浓郁的年味。⑨3 王铮 曹竞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