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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先驱，九州圣迹。

厚重的周口有文化，文化

的周口最厚重。

从 6000 多年的文明

长河中款款走来，周口这

方热土有着得天独厚的文

化资源优势。从太昊陵到

平粮台，从太清宫到女娲

城……每一处历史文化遗

迹，都彰显着周口敦厚的

文化根基。

千百年来，从周口大

地上绵延不断的伏羲文

化、老子文化、姓氏文化、

农耕文化融合发展、历久

弥新，最终造就了今天文

化繁荣、教育兴盛、崇文重

教的新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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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春喜

“新时代新风尚，新农民新气象。
上午下地把活干，晚上聚会在广场，不
打麻将不赌博，专门听人把‘理’讲
……”在项城市南顿镇，60多岁的农
民周老汉自编一首“打油诗”，称赞村
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在这里，有专门的文明志愿者
义务讲课，把写在书本上的道理，
变成群众口中的白话，像拉家常一
样把新时代文明新风的种子，播撒
进农民心田。

2018年 6月，项城市成立了我
省第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随
后，100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相继在乡镇、行政村

成立。500名文明实践志愿者奔赴
基层村镇，带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带着党的方针政
策，带着最新的农业技术，传播文明
风尚，传递优秀文化，传授科学技能，
成为农民朋友的贴心人。

由少及多，如今的周口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中
心、融媒体中心建设蓬勃发展，已
成为文化宣传领域另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讲出好故事，发出好声
音，喊出正能量，不仅成为“三个中
心”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也成为
广大基层群众的热切期盼。

“我们太需要树立新风了，农

村过去的陋习太多，盲目讲排场、
讲攀比，儿孙不孝、婆媳不和等现
象时有发生，但现在有了文明新风
宣传阵地之后，情况大有改善，大
家愿意听道理、改错误，打麻将的
少了，打竹板的多了；喝大酒的少
了，喝‘墨水’的多了……”说起身
边的变化，郸城县汲冢镇农民周永
山感慨不已。

用群众身边的故事教育群众，用
群众身边的典型激励群众。有人形
象地说，“三个中心”是离农民最近、
最接地气的平台。这其中，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是群众学习理论政策的

“家门口学校”，融媒体中心是群众

“指尖上的服务窗口”，而志愿服务中
心则是群众的“温暖港湾”，“三个中
心”真正打通了基层宣传工作的“最
后一公里”。

“我们要求文明实践中心的志
愿者，经常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村
规民约、道德评议、孝老爱亲等不
同主题展开宣讲，把党的思想宣讲
到田间地头，把文明新风培植于群
众心中。”周口市委宣传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三个中心”的建
设工作已成为该市宣传思想领域
的亮点，受到中宣部、省委宣传部
领导的高度评价。

“把准普通群众关切点，抓住

社会发展关键点，激发思想感情共
鸣点，用群众的语言、喜闻乐见的
形式宣传科学理论、阐释方针政
策、传播主流价值，是宣传思想工
作的一大亮点。”不少到周口观摩
后的人都发出这样的感叹。

成风化雨润心田，大道至简是
关键。10月 3日下午，从玉米地钻
出的项城市农民周从富使劲拍打着
身上的尘土说，玉米快收完了，忙完
地里的活儿他还要排练节目。“下一
期的宣讲中，我要用三句半的形式说
说国庆阅兵的大场面，叫村里上年纪
的老人像听戏一样，听听咱们70年
的大变化。”周从富高兴地说。8

文脉昌盛 冠领风骚

守正创新，再出新彩

书香浸染，芬芳满屋。
明媚的阳光穿过窗外的枝头洒

在书桌上，63岁的退休教师蔡先生
觉得赏心悦目。这里是周口市图书
馆二楼靠窗的一个位置，退休后的
每一个空闲日子里，蔡老师喜欢来
这里坐一坐、看一看。

始建于2011年的周口市文化艺
术中心，让周口市告别了没有图书
馆、博物馆的历史，至今已接待服务

群众近千万人次，为市民带来一道丰
盛的免费文化大餐。

在周口，文化惠民不仅藏在
“馆”里，更多的还“走”在基层。“周
末公益剧场”“中原文化大舞台”“戏
曲进校园”“舞台艺术送农民”“农村
电影放映工程”等一个个实实在在
的文化项目，深受百姓喜欢。无论
走到哪里，都会带来一片欢声笑语，
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其中,“周末公益剧场”至今已
走过 11 个年头，累计演出 500 多
场，进基层演出占到半数以上。
2011年，该项目荣获我国社会文化
活动政府最高奖“群星奖”；2013
年，被原文化部批准为第一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如
今，“周末公益剧场”早已成为周口
市引以为傲的一个文化品牌。

文化惠民直接带动了文化繁荣，

文化繁荣更加丰富了文化创作。两
者相辅相成，让古老厚重的周口在新
时代依然焕发出熠熠光彩。如今的
周口市不仅在文化硬实力方面取得
长足发展，同样在文化软实力上也获
得了新的成就。近年来，该市在文
学、书画、戏剧、杂技方面成绩斐然，
不断有项目、作品获得国际、国内大
奖，成为代表周口的又一个文化品牌。

目前，“周口作家群”蔚然成形，

“周口书画家”硕果累累，“周口地方
戏”不断出彩，这让文化周口再攀新
高的同时，也让老百姓享受到真真
切切的实惠。喜欢书法艺术的周口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农民许革新高
兴地说：“我只有初中文化，但是痴
迷于书法艺术，我身边有很多国家
级、省级会员，他们定期开办免费培
训班，我参加以后受益匪浅，现在也
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

“ 道 可 道 ，非 常 道 ；名 可 名 ，
非 常 名 …… ”2000 多年前，出生
在鹿邑县（时为春秋苦县）的我国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写下洋
洋洒洒五千言鸿篇名著《道德经》，
成为传世经典。同一时代，著名大
教育家孔子曾多次问礼于老子，而
其中一次就发生在鹿邑县。

圣贤之间的巅峰相见，在周口大
地上创造了严谨治学、勤奋好学的典
范，也留下了崇文重教的美谈。数千
年后的今天，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没
有被丢弃，且愈发生机勃勃。尤其新
中国成立以来，上学更是成为普通百

姓触手可及的事情，再也不是过去封
建统治阶级的“特权”。

千秋大业，人才是本，教育为
基。

然而，作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的周口市，一直处在“穷市办教育”
的行列。所以，在发扬崇文重教光
荣传统的基础上，“把有限的财力
往教育事业上倾斜”成为历届市
委、市政府的共识。

经过新中国 70年来的长足发
展，目前，周口全市已拥有各级各类
学校4706所，教育人口达到231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0.52%。而40

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周口全地区
才有公社重点中心小学100多所，且
校园里是土凳子、土台子、土屋子，里
面坐着土孩子。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周口教
育真正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得益
于近几年经济社会的进步。新一
届周口市委、市政府成立以来，始
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在
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仍然持续
加大财政投入。

2014 年 至 2018 年 短 短 4 年
间，周口市“全面改薄”利用资金就
达 到 31.34 亿 元 ，覆 盖 项 目 学 校

3072所，每个县投入到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工作中的资金达 10亿元以
上。全市教师补贴提标扩面，发放
教龄津贴、班主任津贴等 1.75 亿
元，惠及教师8.58万人。

大手笔铸就大教育。2010 年
至今，周口共为高校输送合格新生
50多万人，其中 592名优秀学生考
入清华、北大。其中，郸城一高连
续 8 年本科上线人数位居全省第
一，被清华、北大共录取 260多人，
位居全国县级高中第一。

作为人口大市的周口市，如何
把人力资源变为人才资源？该市在

职业教育方面探索出一条特色之
路。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周口
市累计向社会输入合格技能型人才
近20万人。其中，周口科技职业学
院成功升本，更名为河南科技职业
大学，成为全国首批15所职业院校
升本试点院校之一。

重教之下，必有典范。全市也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校长，成为新时
代教育楷模。郸城一高校长刘成
章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淮阳县希
望小学校长李灵当选为全国人大
代表，秋渠一中校长张伟被评为焦
裕禄式的好校长……

书香浸染 和来贵 摄

学习文狮子 韩章云 摄

杂技练功 赵墨波 摄

名角送戏到村头 朱增祥 摄

古老智慧影响至今 付锐 摄

教育大市，享誉全国

文化惠民，润物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