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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温暖常在，感动你我。近
日，“出彩河南人”之 2019感动中原十
大年度人物宣传推介活动正式启动。
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
视台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河南广
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具体承办。作为弘
扬河南人精神的重要人文品牌活动，从
2005 年开始，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宣传推介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 14届，
推选出了张玉滚、王锋、李芳、胡佩兰、
陇海大院等 140余位先进典型人物和
群体，充分展示了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和
精神风貌，激发起亿万中原儿女的奋斗
激情，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据悉，此次宣传推介活动从 2019
年 9 月底启动至 2020 年 2 月结束，活
动推介条件和范围与往年相同，按推
荐、初评、公示投票、终评、表彰、宣传
推介六个阶段进行。各省辖市党委宣

传部、省直各单位按推介条件向活动
组委会推荐候选人选，名额不限。群
众推荐和个人自荐的相关材料经所在
社区审查盖章后，可直接向组委会推
荐。

即 日 起 ，公 众 可 登 录 大 河 网
（www.dahe.cn）、映 象 网（www.hnr.
cn）、都市频道微信公众号下载推荐表，
并通过以下方式向组委会推荐：

1.拨打“感动热线”：
0371-65887082。
2.发送电子邮件：
gandongzhongyuan@163.com。
3.邮寄信件：郑州市郑花路 18号，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感动中原人
物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办公室”收，邮
编：450008。

推 荐 时 间 截 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 温小娟）记者10月 7日获悉，位于郑州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园的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试运营刚刚一周便迎来国庆长假客流
高峰，7天累计接待游客17.62万人次，一举成为新晋网红景区。③9

电影小镇接待游客 万人次17.62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10月 7日，
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
年国庆假期，全省共接待游客 66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2%；旅游收入
502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前3
天接待游客人数同比增长 15.6%，后
3天游客出行受到全省大范围降雨的
影响，接待人数增长比例有所下降。

今年的国庆长假，伴随着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以爱国
主义为主题的红色旅游成为河南最亮
丽的色彩。各景区景点纷纷组织游客
观看国庆阅兵仪式、唱红歌，为游客发
放手持小型国旗、国旗脸贴。新县鄂

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
区首府烈士陵园、许世友将军故里等
红色景区和红色线路宾客如云，红色
游人数达46.8万人次；重渡沟数千名
游客手持红旗，共同参与国旗传递登
山比赛；云台山景区在各景点都布置
了五星红旗，同时设置了“我和国旗同
框”展板，引得游客们争相打卡。

在“民宿走进河南”活动、美丽乡
村建设等推动下，逛乡村、住民宿、购
农副产品成为假日旅游新体验。各
旅游廊道、登山步道、乡野田园、公园
广场、水库湿地等区域客流大增。山
茶油、葛根粉、野木耳、杭白菊等各种

土特产备受热捧。10月 3日，新县田
铺大塆景区接待游客 3.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350%。济源小有洞天民宿、
小十方酒店、老兵工酒店等民宿客房
预订率、入住率达到 100%。栾川全
县民宿预订率达 85%以上。

假日期间，夜经济点亮老家河
南。郑州、开封、洛阳等城市主干道
挂起串串红灯笼，把各个城市打扮得
色彩斑斓。栾川在节日期间继续上
演水系灯光秀；鸡冠洞景区在国庆节
期间推出夜游项目；重渡沟景区延长
小吃水巷营业时间，引进专业团队打
造乡村演绎大舞台，丰富夜游体验；

10月 3日一天，济源王屋老街接待游
客达到 4万人次，夜游老街成为济源
旅游超级 IP。

今年的“十一”长假，全省各大博
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
和文物保护单位以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文化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成为新
的旅游热点。国庆期间，《我和我的
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几部主旋
律电影备受大众欢迎。图书馆、城市
书房人气高涨，成为群众休闲“充电”
的好去处。

“十一”期间，全省旅游市场运行
平稳有序，无重大涉旅安全事件。③4

本报讯（记者 杨凌）这个国庆长假，郑州人出游情况如何？根据携
程旅游发布的《2019年国庆旅游账单》，2019年国庆旅游 20大客源城市
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重庆、杭州、南京、天津、武汉、西安、郑
州、长沙、合肥、昆明、贵阳、济南、厦门、青岛和无锡，郑州位列第 12位。
数据显示，郑州市民单次国内游人均花费为 3237元；而郑州出境游人均
花费 4215元。③4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广大人民
谋幸福。每个共产党员都有义务让‘不
忘初心’走出会议室、走出讲堂，走向群
众、落到大地。”10月 2日晚，在温县祥
云镇张寺村党员群众活动中心，55岁的
复员军人马生国说。

当日，该村近百名党员和群众自发
组织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座谈会，
特别邀请马生国为大家讲述激情燃烧
的军旅故事。

198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马
生国曾在原沈阳军区服役。1988年 8
月，在执行任务时，他不幸伤残。1990
年冬他结束 8年军旅生涯，回到家乡温
县。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王国
庆说：“马生国是解放军‘大熔炉’里铸
造出来的钢铁战士，曾荣立三等功，是
国家特等革命伤残军人。”

作为一名重残退伍军人，多年来，马

生国时刻牢记在党旗下的郑重宣誓，时
刻牢记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本
色。

“马生国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的基
层党员如何践行初心使命。”该村党支部
书记马金虎说：“30年来，马生国省吃俭
用致力公益事业，他主动向北京申办奥
运会、汶川大地震等进行爱心捐款；他还
资助了 3名困难学生，对多名生活困难
的战友和同学进行资助。”

“马生国非常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
长，他多次向全县各学校捐赠书籍。”县
城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张战军说，“2016
年起，我校设立了‘马生国励志奖’。这
个奖项，鼓励了无数学生努力学习，老
师们更加爱岗敬业，增强了全校上下为
祖国培养英才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马生国，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他用
共产党人的担当和奉献，把自己的初心
锤炼成蕴藏无尽力量的种子，浸润着泥
土的芳香和气息，在肥沃的中原大地生
根发芽。③6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国庆期间我省旅游收入同比增长8.1%

城乡全面火爆 红色成为主题
马生国：在土地上厚植初心

“出彩河南人”之2019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宣传推介活动启动

10月7日，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古民居装扮一新，国旗飘飘。八方游客在这里感受独具特色的民居和民俗，欢度国庆假期。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郑州成国庆旅游第 大客源城市

（上接第一版）全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
师陶瓷作品展、全国美术陶瓷产业发
展论坛，以及中工美陶瓷分会第三次
理事会等国家级高规格展会在神垕古
镇举办。全国各省工美协会会长、秘
书长及业内的大师、专家近 400 人齐
聚禹州。陶瓷行业欣逢盛会，神垕古
镇星光熠熠。

这是一场陶瓷界的釉彩盛宴。
“辉煌中国·璀璨工艺——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茶器具作品巡展”重
磅来袭，111 位大师的 242 件（套）茶
器具精品荟萃，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钧
瓷发展成就展流光溢彩，第五届河南
省钧瓷壶设计作品展、第六届河南省
钧瓷艺术创新作品展、中国（禹州）环
境艺术陶瓷博览会暨河南省工艺美
术精品展各擅胜场，共同为钧瓷文化
旅游节带来了一次美轮美奂的艺术
盛宴。

把禹州钧瓷文化旅游节打造成国
际性陶瓷文化盛会，一直是禹州市委、
市政府追求的目标。自2017年第十届

禹州·中国钧瓷文化旅游节起，钧瓷文
化旅游节开始在钧瓷发源地神垕古镇
举办，走上了“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
信息化”的发展之路。随着钧瓷文化旅
游节节会内容越来越丰富，文化内涵越
来越丰富，对钧瓷文化产业的推动力越
来越强，全面焕发神采的钧瓷文化旅游
节，正以全新风貌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
国宝钧瓷和神垕古镇的无穷魅力。

重铸辉煌的钧瓷文化产业

9月 7日，第十六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指定国礼——钧瓷作品《鼎盛四
海》交接仪式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是
孔家钧窑的钧瓷作品连续 14年被中
国—东盟博览会指定为国礼。

“钧瓷又一次成为国礼，和禹州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说。

神垕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
钧瓷的唯一产地。钧瓷始烧于北宋初
期，以其古朴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复
杂的配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
奇窑变著称于世。历史上，钧瓷以铜
红釉改写了中国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
面，开启了陶瓷史上彩釉瓷的先河。宋
徽宗赵佶在位时，钦封钧瓷为“国瓷”。

一炉窑火千年不熄，幻化出绚丽
的篇章。进入新时代，随着对外交流
的不断扩大，钧瓷的艺术魅力越来越
为世人所知。

近年来，禹州市把钧陶瓷产业作
为四大特色产业之一进行重点培育，
坚持“传承、创新、提升”理念，围绕“阳
春白雪、国之重器”和“走进百姓，融入
生活”两大产业发展方向，以钧瓷文化
旅游节为平台，以神垕古镇保护开发
为重点，充分挖掘发挥品牌资源优势，

大力实施精品战略和品牌战略，推动
钧瓷文化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目前，禹州市钧瓷生产企业达186
家，年产量 220 万件套，年产值 24 亿
元，从业人员达 2.8万人。2018年，钧
瓷品牌价值 285.48 亿元，荣获区域品
牌(地理标志产品)百强榜第 11名。先
后有 100余款钧瓷被选作国礼赠送国
际政要，一大批钧瓷珍品被国内外知名
收藏机构和收藏大家竞相收藏。钧瓷
已经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
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

焕发神采的陶瓷文化圣地

“进入神垕山，七里长街观，七十二座
窑，烟火遮满天，商贾遍地走，日进斗金
钱。”一首民谣，唱出了神垕古镇的繁华和
钧瓷产业的兴盛。这里，千年窑火生生
不息，被誉为中国唯一“活着的古镇”。

随着岁月流转，昌盛千年的神垕
古镇芳华渐逝。为守护历史文脉、重
现古镇繁华，2016年以来，禹州市委、
市政府以国家5A级景区创建为载体，
坚持古镇保护、文化挖掘和技艺创新
并重，完成了神垕老街、建业神垕新天
地、钧瓷文化主题公园、肖河综合治
理、龙山大道停车场等重大项目建设，
重现了古镇古朴厚重的古风古貌。

为加快实现展现“千年古镇，钧瓷
文化”风采的目标，禹州市借助“旅
游＋”整合带动作用，融合神垕传统匠
人文化及钧瓷工艺，打造旅游 IP品牌
形象，通过一系列周边文创产品开发，
实现钧瓷文化品牌的人格化、年轻化、
雅俗共赏，形成对钧瓷、神垕古镇品牌
形象的全新认知，努力把神垕古镇打
造成世界陶瓷文化艺术圣地。

在第十一届禹州钧瓷文化旅游节

开幕式当天，“建业神垕天地”正式开
街。这条与神垕老街相邻的综合特色
商业街，建有大师馆、大师工作室、钧瓷
艺术馆、钧瓷文创中心、高端钧瓷文化
主题民宿及108家钧瓷名店。名家、名
店、名品，与古街、古桥、古镇相映生辉，
让八方游客在钧瓷神韵与古镇风韵中
感受千年钧瓷文化积淀的独特魅力。

开幕式前夕，神垕古镇又迎来了
一个陶瓷文化产业的盛事。来自江西
景德镇市、陕西铜川市、福建龙泉市和
德化县四地的瓷区代表以及全国多位
陶瓷界专家学者齐聚中国钧瓷之都、
千年古镇——禹州市神垕镇，宣布成
立陶瓷遗产地联盟。五大遗产地将携
起手来，共同打造中国陶瓷文化 IP，让
中国陶瓷这一优秀传统文化沿“一带
一路”重放光芒。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
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神垕古镇必
将迸发出更大的文化发展活力。千年
不熄的一炉窑火，必将闪耀出更加璀
璨的光芒。

钧瓷走向世界 世界向往神垕

本报讯（记者 陈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如何表达你的爱国情？在这个国
庆假期，河南日报客户端的网友们选择
在网上“绣”出一面面五星红旗，传递对
祖国的祝福。

9 月 27 日，河南日报新媒体推出
国庆特别策划《H5 |喜迎 70 年，网上
绣红旗》，邀请网友一针一线“绣”出
家国情怀，随即，就在网上掀起了“绣
红旗、献祝福”的热潮。截至9月 29日
上午 9时，网友接力“绣”出的五星红旗
就突破了50万面。

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网上绣红旗”活动再次推出

“国庆盛典特别版”，“解锁”盛典现场的
新场景，再次“引爆”朋友圈。

新场景刚一“解锁”，网友老马就迫
不及待晒出自己新“绣”的红旗。“祝福伟
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福中华民族昂
首走向复兴！”还有更多的网友在这个普
天同庆的时刻，为祖国献上自己的祝福。
截至10月7日下午3时，河南日报客户端
网友共“绣”出108.74万面五星红旗。目
前“绣红旗、献祝福”仍在广大网友间传
递，数字仍在增加。③9

100w+五星红旗！

河南日报网友这样“绣”出爱国情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国庆长假期间，南阳市共接待游客
859.3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49.4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26%。广大
游客的爱国热情高涨，桐柏县革命纪念馆、桐柏英雄纪念碑、唐河县革命纪
念馆、冯友兰纪念馆等地游客众多。乡村旅游成为国庆旅游的另一亮点，西
峡县丁河猕猴桃小镇、南召县石头村、宛城区大山农业科技园等地吸引了大
批自驾游客。③4

南阳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月 7日是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
部门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为期10天（9月 28日至 10月 7日）的
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间，该公司累计
发送旅客 525.4 万人次，节后铁路返
程高峰还将持续至10月 10日左右。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主要以旅游
流、探亲流和学生流为主。为服务客
流高峰，铁路部门加开高铁、普速和
城际列车76.5对(含周末线、高峰线)，
其中直通旅客列车 26对、管内旅客
列车50.5对，努力满足节日期间旅客
出行需求。

公路方面，10 月 1 日至 6 日，我
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总流量约为
1520 万辆，日均出口流量约 253 万
辆，为日常日均的1.7倍；其中流量高
峰出现在 10 月 1 日，出口总流量为
286万辆。

9月 30日至10月 7日，郑州交运

集团各汽车站累计发送旅客73.14万
人次，发送班次 29445 班，其中加班
3539 班，旅客运输生产总体安全平
稳。面对旅客集中出行的客流高峰，
郑州交运集团各汽车站加强站运协
调，严格落实 800公里以上线路停运
要求，通过增开加班车等加速车辆运
转，千方百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民航方面，国庆 7 天假期，郑州
机场发送旅客约 58.8 万人次，其中
10月 5日单日发送量最多，为 8.7 万
人次；郑州机场停车场总进场车辆近
7万车次，单日最高进场车流量达1.2
万余车次。

需要提醒的是，10月8日起，郑州
机场大巴将对市区民航酒店线路、长
途部分线路旅客班车班次进行调整：
民航酒店到郑州机场 5:30—10:00
期间车次停班；对长途线路濮阳、新
乡、开封、新密、登封、许昌等线路班次
进行临时调整。请有需要的乘客及时
关注机场方面相关信息。③9

国庆假期我省交通客流高位运行

数说国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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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蒋晓芳）近日，副省长武国定到
鹤壁市浚县调研“三秋”生产、秸秆禁
烧、花生机收控尘工作。

武国定来到浚县善堂镇王礼村丰
盛种植专业合作社、浚县卫溪街道办事
处、浚县 30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方，实
地调研高油酸花生收获情况、“蓝天卫
士”监控平台运行情况以及玉米收割情
况。他对浚县丰盛种植专业合作社、浚
县 30 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方实行的

“家庭农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营
模式及鹤壁市秸秆禁烧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

武国定指出，要做好农机调度，引导
农民趁天适时收获；要加快腾茬整地，因
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扩大优质专用小
麦种植面积；要加强示范引导，切实抓好
花生机收控尘工作，减少扬尘污染；要抓
好秸秆禁烧，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努
力实现零火点；要搞好技术指导，确保

“三秋”农业生产顺利开展。③8

全力做好“三秋”生产及秸秆禁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