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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

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

话，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指明了方

向。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奔腾而下，开

山破石，穿越高原，又以其巨大的活力，铺展

于一望无际的中下游大平原。这不只是地

理上的一条河，也是人文上的一条河，黄河

与中华民族相互作用，孕育了深沉厚重的黄

河文化，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刀耕火种从这里开始，黄河水滋养了最

初的农业，承载着人们五谷丰登的梦想；人

们逐河水而居，黄河水也培育了最初的城

市，成就了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安阳等古

都 ；河 图 洛 书 ，演 变 成 为 儒 道 两 家 的 经 典

《易》，黄河水也浇灌出厚重文化。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

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

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

水“一碗水，半碗沙”，这让人们知道“水至清

而无鱼”。“和而不同”，这给中华民族以包容

万物的胸怀，“协和万邦”的气度。“九曲黄河

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奔腾的黄河映照

到人们的心灵，就是一条自强不息的河流，

也塑造着我们坚韧不拔、奋斗前行的精神。

听听黄河上船夫的歌谣：“天下黄河九十九

道弯哎！九十九道弯上有九十九只船哎！

九十九只船上有九十九根杆哎！九十九个

艄公哟嗬来把船儿搬。”从黄河水的漩涡里，

人们领悟着“太极”的智慧，从潘季驯“束水

冲沙”保证黄河安澜的实践中，我们也能感

受到辩证法的魅力……一条大河波浪翻，那

翻起的浪花到现在仍瑰丽夺目。

历史从未远去，黄河文化永远伴随着我

们铿锵的脚步。几天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 馆 正 式 开 馆 ，第 一 天 就 涌 进 3.8 万 人 参

观。窥一斑知全豹，由此也足见黄河文化的

当代价值。但这种价值绝对不只是放在博

物馆里的标本，更应该体现在我们当代生产

生活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河南要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就要有“泛

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的胸怀、更加开放的

胸襟。我们已飞向蓝天，中原水运已通向大

海的万里碧涛，四条丝路更以特别的形式与

世界互动，未来我们更要把开放的大门开得

越来越大。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走过了

万水千山，但人民追求幸福的脚步从不会停

息，黄河依旧滔滔滚滚，我们更应该弘扬坚

韧不拔、奋斗不息的黄河文化，争取更大的

光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处在爬坡

过坎的转型期，我们遇到很多新困难新问

题，我们更要有“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

触龙门”的气概，用智慧向问题矛盾、风险挑

战作斗争，克难攻坚，定然是“路出大梁城，

关河开晓晴”。

金代元好问看到三门峡的险峻，豪情化

作歌声：“黄河九天上，人鬼瞰重关。长风怒

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唤取骑鲸客，挝

鼓过银山。”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

价值，让古老的黄河焕发“青春”，我们将骑

鲸遨大海，挝鼓过银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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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依旧滔滔滚滚，我们更应
该弘扬坚韧不拔、奋斗不息的
黄河文化，争取更大的光荣。

锐评

今日快评 众议

让古老的黄河焕发“青春”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系列谈之一

□彭思涵

近日，长沙一养生馆员工因业绩未达标，

被罚生吃朝天椒和苦瓜，连吃四根朝天椒后因

胃部不适晕倒。休养期间，公司将她踢出工作

群。（见10月 19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为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越

来越多的企业把“狼性文化”引入企业管理体

制 中 ，以 期 创 造 更 大 的 效 益 。 所 谓“ 狼 性 管

理”，就是要求员工带有野性的拼搏精神，强调

团结合作，以团队效益为根本准则，同时，以严

格的组织纪律促进事业成功。站在管理者的

角度，这样的理念的确能极大地激发员工的斗

志，增强其使命感，推动企业高效运转。

然而，“狼性管理”可以有，人文关怀不可

无。目前，部分企业人文关怀流于形式的现象

十分普遍。除了生病疲惫时派员慰问，逢年过

节时送送生活用品，老板仍是那个“虐你千百

遍，但仍要微笑面对”的存在。不少管理者甚

至把慰问员工当成企业形象输出的一部分，认

为“关怀员工”是做给外人看的，因此凡“慰问”

必见报。明明“内心毫无波澜”，却还要装作

“脸上笑嘻嘻”的样子，这反而会消磨员工对本

企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有“温度”的人文关怀能促进企业效益的

提高。英国萨皮奥研究公司曾发起一项名为

“一起健康”的联合研究。该研究以 1000 名白

领为样本，通过观察他们的办公状态揭示其对

企业利润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企业成功与

上级是否关心员工心声、是否给予员工一定的

自主权等因素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一家

诉诸人性化管理的企业，往往能想员工之所

想，感化其发自内心地为企业奉献，由此便形

成了员工福利更好、工作积极性更高、企业经

济效益更佳的良性循环。

“员工满意”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它

是衡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准，更是一家企

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因此，管理者在把“狼

性”精神灌输到员工脑海中的同时，也别忽视了

用“人性”关怀筑牢员工的“第二个家”。9

狼性管理可以有 人文关怀不可无
一则“兵马俑撞脸明星”的短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视频中，在参观兵马俑之前，带队讲解的导游向游客

展示与兵马俑的表情、五官“撞脸”的明星对比图，引

得游客笑声不断。当事导游称，“兵马俑‘撞脸’明星”

并非他的独家发现，他在吸取别人分享的部分对比图

片的基础上，扩充了对比库，目的是调动游客参观的

积极性。（见 10月 21日《北京青年报》）
这位导游为了引起游客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分享

多方发掘的“兵马俑撞脸明星”对比图，提高游客参观

的趣味性，从另一个角度为游客们打开了一扇解读历

史的窗户，并且做到了有创意地讲好文物故事。

文物作为历史的物质遗存，是光辉灿烂的文化的重

要载体和精神瑰宝。文物本身不会说话，必须利用更多

更新的渠道，创造更加多样化的传播方式，让文物活起

来，讲述历史文化故事，让游客在听取导游讲解中增强艺

术想象和审美情趣，扩充旅游项目的文化色彩，增加游客

的兴趣感和求知欲。无论是展览、教育活动、综艺、纪录

片，还是游戏动画、导览讲解、文创产品，都可以把学术

性、知识性、教育性和趣味性、观赏性结合起来，让文物故

事以游客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融入百姓文化生

活。期盼更多这样的创新。9 （周荣光）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沙

棘采摘的最佳时节，连片的沙棘果树染红了阿尔泰山，

一串串金灿灿的果实与秋日的暖阳交相呼应，形成一

幅醉人的秋日胜景。满目晶莹剔透的“金果果”，引得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秋阳之下，大家悠闲地漫步沙棘

林中，剪枝、采摘、品尝，乐在其中。

感受丰收喜悦，尽享田园之乐。近年来，“丰收游”成了

刺激乡村旅游消费、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式。与

传统的出门游玩有所不同，“丰收游”不仅是为了让游客感

受祖国山川大地的风景宜人，更重要的是通过特色产业文

化，展现当代中国乡村的发展之美。与城市相比，乡村最大

的优势在于芬芳的“泥土味”以及浓浓的瓜果香。在这里，

可以享受到繁忙城市所不具备的悠闲安逸，可以感受到淳

朴的乡风民情，这些都是乡村最美的景致，也是乡村赖以发

展的根本所在。“丰收游”的本质，正是以乡村特色产业撬动

乡村旅游业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事实证明，单纯依赖某一个产业的发展，群众获得收

入有限。依托乡村特有的资源禀赋，助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才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乡村来

说，需要把“丰收游”做成一种品牌、一张名片，以更加优

质的服务来为特色产业附加更多价值，让游客游有所乐、

游有所值，才能让“丰收游”成为经济持续发力的增长

极。对于农民而言，需要珍惜和把握“丰收游”的大好机

会，以品质赢得市场、以真诚取信游客，这样才能让“丰收

游”成为各方共赢的好事。2 （陆仁忠）

“丰收游”游出乡村好前景

有创意地讲好文物故事

对账 漫画/孙德民

10月 17日，“2019己亥

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在杜康

控股汝阳酿酒基地落幕。

1500余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商

界精英、专家学者齐聚古都洛

阳，共同拜祭酒祖杜康，共同

见证 2019 年酒祖杜康小封

坛的封藏入窖。

与此同时，在有“华夏第

一窖”之称的洛阳杜康控股

地下酒窖中，历经5载岁月洗

练的 2014 年酒祖杜康小封

坛，也在庄严的开坛仪式之

后得见天日，经多位国内顶

级白酒专家品鉴品评后正式

登上市场，成为中国高端白

酒市场上的一支有生力量。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启封开坛，美酒飘香

10月 17日，作为“2019己亥年酒
祖杜康封坛大典”的一部分，2014年
酒祖杜康小封坛开坛仪式吸引来了万
千关注的目光。

“高端豫酒典范——酒祖杜康小
封坛，五年蛰伏，一朝芳华，祥麟西
降，紫气东来！贵宾既至，天赐机
缘。时间之醉，酒祖杜康小封坛。承
载着时光的凝练，向我们走来……”
在仪式主持的引导下，9名身着红色
宫廷古装的女孩，手擎一坛 2014 年
酒祖杜康小封坛美酒，迈着虔诚的步
伐从地下酒窖缓缓地走出来，一路行
进一路酒香……

据杜康销售公司市场总监崔俊伟
介绍，2017年，杜康控股正式推出了
酒祖杜康小封坛，当年推出的是2012
年在“华夏第一窖”封藏的美酒，于当
年 12 月正式上市，在市场上引起轰
动，被誉为“时间之醉”“高端豫酒典
范”。此后，又于 2018年推出了 2013
年封藏的小封坛美酒，同样在市场上
引起广泛关注。

和之前的2012年和 2013年小封
坛一样，本次开坛的2014年小封坛酒，
也是选用优质的玄武古泉水，采用桑泥
固窖，古法酿制，每一坛酒都是通过大
量的消费者口感测试之后经杜康总工
程师张献敏反复调制锤炼而成。同样，
本次开坛上市发布的产品有46度小封
坛和52度小封坛两款，均为1斤装，采
用景德镇瓷坛装酒，包装有低调经典的
红、蓝两种简约盒体，酒水全部采用
2014年封坛入窖，并在陶坛里沉藏5年
之久，是真正的年份封藏酒，堪称代表
河南白酒高水平的高端豫酒典范。

另据了解，根据 2014 年封坛酒
的存酒量，本次开坛发布上市的小封
坛产品共计 19 万坛，均为饮用、宴
请、收藏与馈赠的上品。此外，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杜
康控股还特别推出了——酒祖杜康·
名仕封坛原浆酒和酒祖杜康·承平盛
世，前者为 10斤装，后者为 5斤装，瓶
体均采用中国红与黑金的搭配，以欢

腾、喜庆的理念礼献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极具东方特色，开坛现场备受
到场嘉宾及经销商们的追捧，认购氛
围非常积极和踊跃。

■专家鉴评，豫酒典范

开坛仪式完成后，美酒被呈给了
中国白酒泰斗、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
酒专家组原组长梁邦昌，中国白酒泰
斗、中国白酒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酿
酒大师赖登燡，知名白酒专家、河南省
酒业协会总工程师、白酒分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赵书民，知名白酒专家、河南
省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白酒技术
委员会秘书长万保建等重量级白酒专
家，由他们共同品鉴品评后，对 2014
年杜康小封坛作出了高度评价“醇厚
甘韵、自然协调、品质高雅，具有浓香
型白酒的典型风格……”

记者在对专家们采访后了解到，
作为高端豫酒典范的 2014年杜康小

封坛，有以下几方面的独特优势，这
也是其被誉为高端豫酒典范的重要
支撑——

一是纯粮酿造。优质原粮为小封
坛平添几分精致。酿酒用水全部取自
玄武古泉，水位恒定，水质清澈，味甘
质纯。

二是地窖储藏。大家都知道白酒
越陈越香，好酒的关键都在于陈酿。
2014年杜康小封坛被储藏在全省最
大的地下酒窖里，这里总面积达 2万
平方米，湿度常年保持在 70 到 80。
为了让封坛酒越陈越香，公司采用陶
坛作为容器，便于原酒呼吸老熟。

三是包装出彩。人靠衣装马靠
鞍，2014年杜康小封坛中的玉坛，包
装所用的酒盒子以蓝色为主基调，背
景的画是清明上河图，画中所绘乃河
洛文化最辉煌的年代，画中的一草一
物都展现了当时的繁华，而那泛着群
青的遴选自景德镇顶级瓷坛的酒瓶更
显高贵。

更重要的是，2014年杜康小封坛
富有十足层次感的酒体，入口即让人
感觉清冽甘爽，入口余味悠长，饮后酣
畅淋漓的感觉回味无穷，是一坛真正
意义上的好酒。

■市场看好，打造单品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这
个品牌从一诞生便注定了不朽的传
奇。从诗仙太白、诗圣杜甫等文人墨
客对杜康酒的赞美，到周恩来总理“复
兴杜康，为国争光”的殷切期望。杜康
酒不仅成为中国白酒的代名词，更印
证了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

“2019 己亥年酒祖杜康封坛大
典”现场，来自五湖四海的商界精英、
专家学者等 1500余名宾朋莅临活动
现场，尤其是其中的1000多位经销商
和消费者代表，在对2014年酒祖杜康
小封坛品鉴了解后，对销售杜康、销售
豫酒充满了信心和动力。

来自省内的一位酒水经销商在品
尝了酒祖杜康小封坛后，对杜康酒品
质赞不绝口：入口顺，香气浓，绵甜爽
净，回味醇厚，杜康酒的品质越来越
赞，确实代表了豫酒最高端的品质和
形象，作为一名从事酒水行业的河南
人，感觉越来越自豪。

一位远道来汝阳参加封坛活动的
山东菏泽经销商，在现场见证了封坛、
开坛盛况，并且品鉴了2014年杜康小
封坛后，悬而未决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毅然决定与杜康达成合作协议，加入
杜康大家庭。他说，菏泽地处豫鲁交
界地带，当地山东酒、河南酒销售的都
不错，所以自己除了关注山东酒外，一
直想做一款河南酒，而杜康酒品牌影
响力大，酒水品质非常卓越，希望能把
杜康带到山东，让更多山东消费者品
尝到杜康酒的芬芳。

嘉宾致辞环节，洛阳市白酒业转
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洛阳市工信
局副局长石利强表示：今年是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也是首届杜康文化旅游
节举办元年，希望杜康控股能借助“豫
酒振兴”之势，以杜康文化旅游节为平
台，更好地打造“品质杜康、文化杜康、
责任杜康”。洛阳市将全力做好支持
杜康、服务杜康的各项工作，动员全市
上下支持杜康做大做强。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姚延
岭代表省白酒转型发展专项领导小组
对杜康控股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说，杜
康是洛阳市的一张城市名片，也是豫
酒的一张名片，肩负着豫酒振兴的重
任，希望杜康能强势归来，让更多人领
略中国白酒文化的魅力，也为河南的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新活力。

洛阳杜康控股总经理王鹏代表公
司也积极表态：风好正是扬帆时，在省
委省政府“豫酒振兴”的号召下，经历

“阵痛”转型攻坚后，豫酒整体呈现逆
势增长的喜人态势，杜康作为豫酒的
一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坚守工匠精
神，不断提升品质，积极尝试和探索营
销创新、文化创新，力争早日让拥有
5000年历史的杜康品牌重焕活力与
生机，让“河南人喝河南酒”“豫商卖豫
酒”早日成为现实。

历经五年地窖坛藏 时间佳酿开坛飘香
——2014版酒祖杜康小封坛正式上市

▲封坛大典上，专家在鉴评小封坛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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