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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舞龙、舞狮、高跷、武把儿、秧歌、背阁、台阁、旱船……这是中国
的一个小城，他的名字叫作浚县，这里的庙香火燃烧了上千年……”
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本土摇滚乐队“农民兄弟”演唱的《正月》
回荡在浚县古城的街头巷尾，让人感受到越来越浓的年味儿。

始建于明洪武三年的浚县古城，拥有“两架青山一溪水，十里
城池半入山”的城市风貌，其筑城理念和空间格局在全国古城中均
属罕见。这里的正月古庙会有1600多年历史，每年农历正月初一
至二月初二，吸引着来自周边 5省及海外的数百万游客前来游览，
被誉为“华北第一古庙会”。

逛庙会、赏民俗、拜大佛、寻小吃，每年正月里，浚县古城内人
潮涌动，热闹非凡。外焦里嫩的子馍、筋道的饸饹面等特色美食让
游客流连忘返；“县令断案”、抛绣球选亲等情景演出，别具一格的
夜间灯火巡游、沉浸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让历史感和现代感在
古城内交融。

“别说外地游客了，对我们浚县本地人来说，正月里不逛庙会
也不算过年。现在咱古城在抖音、快手上可火了，绝对是‘网红打
卡地’！”从小生活在浚县古城的余亚告诉记者。

借势大运河申遗，近年来浚县遵循“留古、用古、承古、扬古”理
念，加强古城保护建设。该县全力恢复运河古城风貌，着力构建

“山—水—城”旅游空间格局，使古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目前，总投资 50亿元的浚县古城保护与旅游发展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 19亿元，实施建设项目 58个，入驻服务企业和特色商铺
300多家。古城墙、西城门、端木翰林府及后花园、古县衙、海棠谷、
遏云楼、明清四合院、河城公园等先后对游人免费开放。2019
年，浚县古城接待游客370万人次，综合营业收入3亿多元。

“今年春节期间，除了传统的民间社火巡游表演，我们
还在浚县古城内增设了‘梨园春社’戏曲展演、‘古城春
晚’综合性剧目表演、‘年货大集’及‘乡土中
国’非遗美学展、‘翰林雅集’儒商文化体验、

‘非遗街角’街头艺人表演、‘灯树千光
照黎阳’古城灯会等活动，让
游客全方位感受古城
浓浓的年味儿。”
浚县古城办有
关负责人介
绍。③5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杨晶晶

青砖，黑瓦，朱漆木门窗，沿着磨得锃
亮的石板路，1月 20日，记者走进了位于
信阳城东的平桥区中山铺古镇。

这里原本是西汉时期的钟武侯国，明
清时期是豫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沧海桑
田，岁月留痕，小镇沉淀着历史的印记，古旧
的东城门，一排木板门的杂货铺，还有浸染着如
歌岁月的染坊、铁匠炉、篾匠铺和戏园子，以及
保存完好的现代文学双星白桦、叶楠祖居旧址，无
不向人诉说着这里往日的繁华。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这里慢慢沦
为被人遗忘的城中村，房屋破旧，道路狭窄，污水横
流，垃圾围村，外面的人不愿来，里面的人想搬走。

“变化开始于三年前。”平桥区平东办事处宣传统战干事
张航告诉我们，中山铺古镇修缮改造项目开始后，他们坚持保留
这里原汁原味的古建筑，修旧如旧。中山铺被打造成以豫风楚
韵文化为核心、以古镇风貌为基础、以美食文化为载体，集文化
体验、休闲娱乐、时尚创意、商务活动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古镇保留下来的全是老建筑，对人们很有吸引力，来玩的
人越来越多。原来乱七八糟的违建小屋，私拉乱扯的电线，再也
看不见了。”老街坊张厚道乐呵呵地指着刚刚改造完的一排“徽
式”老宅，高兴地说：“这才是中山铺应有的模样。”

走进古镇中一个古色古香名叫“艺舍”的院子，主人张黎自
豪地说：“小院开了两年，开始主要是朋友过来喝茶谈生意，慢慢
地朋友带朋友，还被大家晒到网上。如今我这个小院竟成了游
客最喜欢拍照的地方，出镜率可高呢！”

在网红餐厅“鹿食记”内，年轻的妈妈汪瑾带着 8个月大的
宝宝，正和几位闺蜜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经常在朋友圈和一些
网络平台上看到中山铺的视频图片，早就想来了。春节临近，今
天约上几个好朋友过来了，到古镇上慢慢走、细细看，果然名不
虚传。”汪瑾兴奋地说，“过几天我还要带着家人一起再来。”③4

古镇变身“会客厅”

在非洲大地
他们完成了一例例高难度手术

为了孩子
她让“云端”绽放“彩虹花”

快过年了，连线奋斗在异国、“云端”的河南人

千年古城年味浓

□本报记者 陈学桦 马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一个接一个的“糖”字招牌，一座座冒着热气的土坯
房……1月 17日，腊月二十三，记者走进有芝麻糖制作千

年历史的武陟县小董乡贾村。
“出糖喽！”刚进院子，迎面就撞上了正在出糖的

谢小森，他急匆匆地将刚拉成型的芝麻糖放到院子里
进行冷却。

“过年吃根糖，一年更比一年强”。临近农历新
年，北方人都习惯买芝麻糖，尤其是在每年的农历
腊月二十三“祭灶”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向灶王爷
敬献灶糖。贾村的芝麻糖，是焦作市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吃起来脆而不碎、甜而不腻、黏而不粘，

深受各地百姓喜欢，每逢春节都供不应求。由于订单
太多，谢小森不得不带领伙计们加班加点地赶制。

芝麻糖的制作需要十几道工序,生麦芽、蒸米、糖化发
酵、熬糖稀、手工拔糖……在热气腾腾的糖房里，拉糖、扔糖、

汽糖……四五个制糖师傅光着脊梁，在 40摄氏度的高温下汗流浃
背。

“亲眼看到芝麻糖是如何制作的，感觉很震撼！”专程从焦作市区
到贾村买芝麻糖的李女士，激动地拿出手机拍照。“你看我刚发的制
作芝麻糖的照片，好多人给我点赞呀！”

“我家制作芝麻糖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现在的制糖手艺都是
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很多客人都会慕名前来购买，这几年还出现了

新现象，来买芝麻糖的客人都会拍一下制糖的过程，有
些人还会特意来体验制糖过程呢！”谢小森说。

每年春节期间，贾村还会举办“大糖会”，
各家糖坊拿出看家本领制作大糖招徕顾客，并

进行每年一次的竞选“糖王”大赛，更是吸
引许多游客来打卡拍照。

麻糖坊里看传承，一年更比
一年“甜”。芝麻糖不仅让贾村百

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还
让传统非遗“活”下

来，传下去，焕发
出了更强大的

生 命 力 。
③4

“甜蜜”技艺引游人

打卡县域网红新地标

始建于明洪武三年的浚县古城，正月古庙会已有 1600 多

年历史，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二月初二，吸引着来自周边 5 省

及海外的数百万游客前来游览，被誉为“华北第一古庙会”。

浚县古城

平桥区中山铺古镇

武陟县贾村芝麻糖
焦作市武陟县小董乡贾村的芝麻糖香甜酥脆，有 10多

道工序、上千年历史，是焦作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每年临近春节，村里都会举办“大糖会”选出“糖王”，热闹又

喜庆，吸引了武陟县周边许多游客观赏品评、打卡游玩。

西汉时期是钟武侯国，置钟武县；南北朝时

期置齐安郡；隋朝时定名为钟山县……千年古镇

中山铺将豫风楚韵与现代旅游相融合，集文化体

验、休闲娱乐、时尚创意、商务活动于一体，成为远

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张灯结彩的浚县古城张灯结彩的浚县古城 叶蔚叶蔚 摄摄

中山铺古镇一隅 李子耀 摄

贾村超大麻糖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平

过年回家是中国人最期盼的
事。而在万里之外的非洲，中国援
赞比亚第 21批医疗队队长、郑州市
中心医院副院长马超将继续留守当
地执行援外医疗任务，度过一个不
一样的春节。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中午，马超
刚刚结束了一台疝气手术后，接受
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当地缺医少药，很多病人都是
拖到疾病非常严重时才来就诊，导致
治疗难度加大。这些年，一批批中国
援非医疗队的到来，让受援医院的医
疗设备有了更新，远程会诊平台也搭
建完成。”基于当地医疗条件，马超在
团队中提出了“多学科会诊”工作机
制，充分利用远程会诊、手机微信，及
时与国内专家取得联系，共同为复杂
疾病患者提供高效精准的救治。

然而，一些高难度手术遇到的
困难仍然让医生始料未及。去年 9
月，团队要为一名体重达 100 公斤
的女性患者实施“腹腔镜辅助下的
结肠癌根治术”。这是一台难度很
大的四级手术，除了病人自身的原
因，在国内手术时常用的腹腔镜专
用肠钳等器械最终也未能完全配
齐。“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最终对伤
口采用了手工吻合的办法。”马超
介绍，这台在国内只要两三个小
时的手术，在当地整整进行了
8 个小时，但手术很成功。
这是赞比亚首例腹腔镜
辅助下的结
肠 癌 根 治
术。

术后，
病 人 家 属
为 了 感 谢
中国医生，

抱着一只漂亮的大公鸡来到马超的
诊室。“公鸡是当地人致谢的大礼，
往往送给尊贵的客人。”马超笑着
说。

赞比亚是艾滋病、疟疾等传染
病高发的国家，手术中的各种风险
威胁着队员们的健康。有 3名队员
就在抢救患者时突然遭遇艾滋病毒
职业暴露，及时服用阻断药后，他们
一边忍着恶心、头痛等药物副作用，
一边坚持工作。“我很为队友们感到
骄傲，虽然条件差、风险大，但没有
人叫苦喊累。”

翻看前几天写下的工作总结，
这位医疗队队长高兴地向记者介绍
了医疗队半年来取得的成绩：8例赞
比亚“首例”高难度手术成功开展；
为受援医院带来 13 项医疗创新技
术；建立中赞腔镜培训中心，实现赞
比亚5项腔镜诊疗技术突破。此外，
医疗队还创新性地开展健康体检、
健康教育48场次，传授健康知识、培
育健康理念，播散健康的种子。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春节不能
与家人团圆，但能被国家选中执行
援外医疗，这是一件终生难忘而光
荣的事情。”电话那头的马超自豪感
满满。③9

□本报记者 杨凌

1月 21日，农历大年二十七，家
家户户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忙
碌，时朝莉却马上要奔赴深圳，为
《知识春晚》进行最后的彩排。

以“知识改变生活”为主题，由
深圳卫视打造的首届《知识春晚》将
在除夕当天播出。对于能作为嘉宾
和大家分享“彩虹花和阅汇”公益项
目的故事，时朝莉很兴奋：“期望带
动更多的人投身公益事业。”

“ 我 在 农 村 和 城 市 都 当 过 老
师，”时朝莉说，“我发现，不仅是教
育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甚至在倡
导全民阅读的繁华城市，孩子们的
阅读也多是随意的，缺乏系统科学
的引导，缺乏春风化雨的解读。”

她把自己精心组织的“晨读课”
移接到网上，想通过网络让更多孩
子受益。2015年 11月，由时朝莉发
起的“彩虹花和阅汇”项目应运而
生。2017年，时朝莉从郑州航空港
区某小学辞职，专心投入项目。

4年，1200多节课程，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市，5000 多个班级，播放
近60万班次……从一个梦想到无数
人汇聚，共同编织出一朵绽放在“云
端”的“彩虹花”，时朝莉和伙伴们创
造出云上教学的奇迹。

在三门峡，“彩虹花和阅汇”已
覆盖各县（市、区），“‘彩虹花’的
晨读课通过网络送达乡村小
学，效果出人意料地好。”

三门峡义马市新区千秋学校老师李
倩告诉记者，“课程内容向孩子身边
的生活、社会拓展，打开了孩子们的
视野。”

“‘彩虹花’课程以‘诗—诵—
画’一体化教学，并通过线上线下丰
富的活动，让学生得到熏陶，获得成
功体验，燃起了更大的学习兴趣。”
河北唐山孩儿屯小学四年级老师王
筱婧说。

在时朝莉的感召下，全国各地
学校的100多名老师加入了“彩虹花
和阅汇”团队。“‘彩虹花’的闯入，让
我们都成了夜空中明亮的星星，点
亮了大山里孤独寂静的黑夜。”李美
是贵州赫章县双河小学的老师，现
在已是“彩虹花和阅汇”的一名志愿
者网课老师。

去年3月，“彩虹花和阅汇”成功
入选国务院扶贫办《中国企业精准
扶贫50佳案例》，是唯一入选的互联
网教育扶贫项目。

“这是对项目的肯定，也是我们
前进的动力，”时朝莉说，“让更多农
村孩子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
质教育资源，始终是我们要坚守的
初心。”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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