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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1月 13日，记者从焦作市商务局获悉，为加强对外开放平
台建设，助力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省政府决定设立 16个
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焦作市新增 4个省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新增数量居全省第一位，现共有6个省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快、总体水平高、利用
外资多、投资环境优的现代化产业集聚区，进入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序列、申报成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每个产业
集聚区的发展目标。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45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此次
焦作市获批新增的4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是规划面
积4.71平方公里的温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6.63平
方公里的博爱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 19.01平方公里
的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规划面积 4.31平方公里的修武
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前，焦作市获批的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还有武陟经济技术开发区、沁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市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对扩大
投资、拉动增长、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焦作市
商务局局长李坤承说，下一步，该市将进一步强化培育外向
型经济，加大外资引入力度，培育对外贸易企业，打造外向
型经济增长极，努力提升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创新
发展水平。8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穿过轻轻浅浅的水雾，身穿不同时期汉服的模特缓缓走来，
或飘逸灵动、仙气满满，或沉稳大气、古韵十足……1月 9
日，“第一届汉服博览会·修武”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一
场精彩的沉浸式汉服开场秀，让现场嘉宾感受着华夏历史
文明与艺术之美。

据悉，第一届汉服博览会·修武，将于2021年5月7日举
行开幕式，活动从5月7日至5月9日，为期3天。博览会分为
汉服趋势发布和汉服论坛两大板块。汉服论坛包括“汉服美
学”“汉服产业”“汉服经济”三个模块，将邀请汉服领域专家学
者、汉服品牌代表、设计师等，就汉服美学、汉服产业链构成和
发展现状、汉服经济的模式和前景等议题进行探讨。

修武以打造“中国汉服之都”为目标，已经举办了三次
的“永不落幕的汉服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服爱好
者参与，全网曝光量达2.6亿次，修武已初步成为汉服爱好
者的聚集地。

修武举办汉服博览会，旨在打通中国汉服行业全产业
链，增进汉服行业的相互交流及贸易繁荣，广泛传播弘扬中
华文化及美学精神，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与发展。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1月 8日晚，焦
作市举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创新建设廉洁焦
作第二届“廉洁从家出发”成果展示暨颁奖大会，解放区王
褚街道锦祥花园社区等单位获得廉洁社会治理创新奖，武
陟县畜牧发展服务中心等单位获得廉洁组织管理创新奖，
周志勇等家庭获得廉洁家庭建设创新奖。

四年来，焦作市纪委监委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正确
领导下，持续开展“廉洁从家出发”，丰富家风内涵、重塑家
风仪式，一体推进“三不”的综合效应得到充分显现。大会
通过宣传展板、情景讲述、专家点评等形式展示了部分“廉
洁从家出发”成果。

焦作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牛书军表示，
全市上下要以先进为榜样，崇廉尚廉、践廉护廉，为建设更
高水平“廉洁焦作”作出更大贡献。要继续将“廉洁从家出
发”作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与以案促改深度融
合，打造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焦作模式；要把

“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高质量发展。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忠诚铸警魂，热
血保平安。1月 10日晚，焦作举行警徽荣耀——庆祝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荣誉仪式活动。
庆祝仪式分为“最美身影”“英雄记忆”“光荣传承”三个篇

章，通过“视频+讲述”的形式，分享了焦作公安民警忠诚履职、
敢于担当的感人事迹，展现了他们砥砺前行、昂扬向上的奋斗
风采，现场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仪式最后，警旗光辉耀
眼夺目，宣誓气氛隆重庄严。面对警旗，新民警进行入警宣
誓，全体民警重温入警誓词，他们用铮铮誓言表达了坚决做到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的坚定决心。

2020年，焦作公安机关对党忠诚、听党指挥，永葆绝对
忠诚的政治本色，助力全市赢得抗击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全
力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护航经济社会发展，打造
铁一般公安队伍，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焦作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鲁文明说，焦作公安将坚
决扛牢维护一方平安、确保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
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焦作高质量
发展贡献公安力量。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通讯员 治国
宋国娟）1月 11日，记者从农行焦作分行获悉，2020年，为
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缓解企业流动
资金压力，该行为有信贷关系的小微企业，建立生产经营情
况监测台账，实时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原材料供应情
况、产品销售情况以及资金需求。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
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该行严格落实“不抽贷、不断贷、不压
贷”的工作要求，通过调整还款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款利
率、完善展期续贷衔接、减免对企业收费等措施，帮助民营
和小微企业共渡难关。

2020年，该行累计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9亿元，
对 124家小微企业的 8383万元贷款进行了展期，为 13家
小微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831万元。8

2020 年 12 月 17 日太极

拳申遗成功，似乎一夜之间让

陈家沟的一切都加速了。

2020年 12月 18日一早，

太极拳祖祠山门处，一名刷漆

工将刷子绑在一根竹竿顶端，

正费力地将赭红的油漆，涂抹

到沿着横梁裸露在外的白色穿

线管上。陈家沟景区管理局工

作人员张建军显得有点着急，

“这么个干法，咋会出活。”

这个孕育了太极神拳的村

庄，常年受洪水冲刷形成三条

深沟，数百年前为播迁于此的

陈氏先祖卜居，得名陈家沟。

与寻常村落的不同在于，这一

“土味十足”的豫北平原乡村，

因太极拳的“加持”而变得名扬

海内外。

新增4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一届汉服博览会将在修武举办

清正廉洁“从家出发”

焦作民警在铮铮誓言中

庆祝首个“警察节”

农行焦作分行

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顶流太极和
“骑在大象背上”的

作为快速崛起的巨大国际文化顶流
IP，太极拳的最大价值被赋予健康与快
乐的职责。

如何将太极拳打造成广泛传播的时
尚文化，做强太极拳产业，才是传承的关
键所在。对此，陈家沟人和一些专家学
者的看法是一致的。让陈家沟人头疼的
是，村子周边都是基本农田，武校和餐饮
住宿的发展规模受限。陈志伟父子开办
的学校，接纳80名学员已逼近峰值。

与太极拳申遗成功带来的巨大想象
空间相比，陈家沟乃至太极拳产业走向
世界遭遇的痛点，远不止于此。毛永胜
认为，当前太极拳人、太极拳研究、太极
拳传播，整体的发展状态，同太极拳蕴含
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信息还不相适应，同
太极拳养心修身促进和谐的社会功效还
不相适应，同太极拳作为传播中华文化
使者的使命还不相适应。

学财经出身的焦作市社科专家范景
致掰着手指算账，4亿太极拳习练者的
市场需求，估计市场潜力产值在 400亿
元至4000亿元之间。范景致告诉记者，
相对新时期的太极拳热，如今的陈家沟
乃至温县，好比骑在“一头未被完全驯化
的大象背上”，很多时候是跟着大象的节
奏走，运作太极拳这一国际化品牌的水
平还不尽如人意。

从功夫时代到新太极拳时代，范景致
建议，要树立大太极的发展理念，重点建
设好产业运作平台和资源整合平台，具体
说就是两大平台和四大集群：太极文化产
业研究院和太极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拳”
媒体传播集群、太极智造集群、太极文旅
集群、太极医疗健康集群。在此基础上，
构建太极拳现代传承产业体系。

温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申遗成
功，太极拳发展迎来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进一步振兴太极拳，打造好这一超级国
际 IP，首要责任在温县、在焦作、在河南。

传承，是贯穿陈氏太极拳 400年的
关键词。作为新一代陈家沟人，致力于
太极拳文化推广的陈秀丽说：正如没有
一种运动可以满足所有人，太极也不可
能俘获所有人的心，它像一列静静等候
在站台边的慢速列车，直到有缘人拨开
迷雾来到陈家沟这一小站，会发现，承载
你真实人生的旅程才刚刚开始。8

奔腾不息的黄河与博大精深的黄河
文明孕育了太极文化，太极文化结出的
硕果之一就是太极拳。

方圆不过数里的陈家沟，拳馆林
立。陈家沟村党支部书记陈景元介绍，
目前村里保留下来的太极拳名师传艺故
居就有20余处，大型太极拳学校4家、家
庭拳馆 60多家、宾馆民宿 16家，常年外
出传授太极拳的拳师有 800 余人，每年
接待全球前来拜师学艺的太极拳爱好者
超过5000人。

自陈氏九世陈王廷创编太极拳来，
陈家沟人习练太极拳之风甚盛，村民说，

“上至哼哼，下至能能，大人小孩，都会扑
腾。”

在陈王廷故居，记者偶遇 64岁的村
民郭保。他热情地邀请记者，“我比画两
下给你们瞅瞅。”“野马分鬃、白鹤亮翅、
金刚捣碓……”一套拳打下来，郭保气不
长出、面不更色。

在陈家沟，连街头的“扫地大妈”都
不能小看。曾在景区干保洁的陈光平，
从小体弱多病，每年都要输几次营养液

“保命”。丈夫常年在外教拳，陈光平干
完保洁，就跟人习练太极拳。“这两年连
感冒都没得过。”

郭保和陈光平两家离得不远，两人
经常切磋武艺。持有拳师证的郭保对陈
光平的实力非常认可。63岁的陈光平最
近有个小目标，“争取在春节举办的陈家
沟村太极拳比赛上，拿个一等奖。”

陈家沟全村 3000多人，八成人习练
太极拳，大都“靠拳吃拳”。但也有例
外。下午两点多，阳光正好，老陈一家忙
着在院里分拣刚挖回来的山药。一年下
来，也不比一些外出授拳的“老炮”少
赚。“家里人也都会打一点拳，老祖宗留
下的宝贝，不指望它吃饭，但也不能丢
了。”

太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陈
家沟，太极拳作为一种崇德尚武、修身齐
家的“本相”一面，还在质朴地传承。

作为太极文化的“丹田地”，如今陈家沟
在太极拳全球传播大棋局中处于C位。

400多年前，陈王廷以易理和《黄庭经》
所蕴含的养生哲理为指导，以家传108式长
拳为基础，创立了新的拳种——太极拳。
400多年后，太极拳从陈氏一族的“独得之
秘”，衍变为流派众多、传播海内外的知名拳
法。当地政府部门估计，全世界大概有4亿
人习练太极拳。

太行道南宽阔的冲积平原上，生长着著
名的四大怀药。太极拳文化研究者毛永胜
认为，四大怀药的传承和太极拳的远距离传
播，与由怀庆药商组成的“怀帮”密不可分。

明清之际，四大怀药从本埠向外急剧
扩张，商业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并辐射东南
亚地区。“怀帮”队伍走南闯北催生和壮大了
两样行当，一是护镖的太极拳师队伍，二是
自娱自乐的怀帮戏。

毛永胜考证，太极拳的远程传播与怀
药传播带具有高度吻合性。药拳相伴，药到
哪里，拳就可能传播到哪里，这是太极拳多

点传承的一个重要线索。
太行功夫文化和怀药经营滋养了太极

拳，还有一个因素则深深渗透到太极拳的内
涵中，就是《黄庭经》。《黄庭经》为道教上清
派祖师魏华存所著。魏华存首创“吐纳”“导
引”“服气”及“三丹田”之说，俱存于《黄庭
经》，为修炼太极拳的众妙法门。

“一路（太行道）”“一带（怀药经营）”“一
经（《黄庭经》）”，勾勒出太极拳成长的历史
地理脉络。毛永胜说，“但太极拳成为一个
独立的拳系并被社会重视，已是近现代的事
了。”

有人认为，太极拳进入更为广泛的视
野，发轫于一场功夫对决。1954年，在澳门
举行过一场香港太极门与白鹤门的PK，结
果被裁定为“不胜、不和、不负”。“约战”余波
未了，两位在现场“吃瓜”的年轻记者，均由
此战获得灵感，一个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武
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另一位写出了“飞雪
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武侠巨
著的开篇《书剑恩仇录》。两人笔名一为梁

羽生，一为金庸。
陈家沟太极拳真正走向世界，是在改

革开放之后。1978年，邓小平为日本友人
写下“太极拳好”四个大字，将太极拳介绍给
世界。武侠小说、影视剧等掀起的一次次太
极热潮，让陈家沟名声大噪。

与此同时，陈家沟人一拨拨走出国门，
赴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拳。改革开放以
来，太极拳凤凰涅槃，快速演变为世界级的
文化现象。

1985年出生的陈志伟，现任陈家沟太
极拳功夫学校总教练。陈志伟告诉记者，
Avinash来自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一个瑜
伽世家，他的家族成员大都给当地的 IT工
程师上瑜伽课。5年前Avinash第一次来
陈家沟，就迷上了太极拳。2017年，Avi-
nash在班加罗尔开办了太极拳功夫学校印
度分校，致力于太极和瑜伽的融合推广。

前年 Avinash 第 10次来陈家沟学习
太极拳，他专门请了一尊关公铜像带回印
度。“这些洋弟子们非常尊师重道，每次我父

亲上完课，Avinash都行跪拜大礼表示感
谢。”

陈志伟说，对外国人来说，学太极拳并
非易事，关键在于如何让他们参透和理解太
极。记者问陈志伟，文化背景不同，如何向
洋学员解释“阴阳”等太极术语。

陈志伟说：“我告诉他们，阴阳就像计算
机常用的二进制，‘1’代表阳，‘0’代表阴，从
1到0，从0到1，周而复始，他们就明白了。”

授拳在陈家沟的太极传人们看来，并
不是最难的事，他们更希望外国人在学习太
极拳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层次的学
习和理解。

另一方面，太极拳由于拳理深奥，几百
年间，“练拳者千人万人，成手者一人半人”，
加上一些拳师又多以玄解玄，常使习练者不
得其门而入。

据悉，已有拳师将杠杆、螺旋、切线等现
代科学原理引入教学当中，使太极拳的训练
方法更加科学化、直观化，有效缩短了“功
夫”获得的周期。

□本报记者 陈学桦 孙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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