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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曾倩

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炎炎夏日，每当
夜幕低垂，就似一闸开关，打开了一个不一样的

“南阳”。
6月 25日晚，阵阵微风吹来，白河水面碧波

荡漾。夜幕降临时，横跨河面的大桥和沿岸的璀
璨灯光依次亮起。沿岸的“码头”、游园等在夜色
中格外引人注目。市民或散步消食，或划船吹
风，或健身锻炼，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置身船上，游览白河风光，可以发现别样的
美丽。”市民刘静告诉记者，除了划船，她还比较
钟爱白河旁的露天台球，一小时一桌 7元，吹着
风、赏着景，很是惬意。

在刘静看来，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白河周
边的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了。大桥、华灯、游园、
健身、划船、夜钓……白河这颗南阳的耀眼明珠，
让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不只是白河，每一处皆是惊喜。在南阳摩根
步行街，琳琅满目的铺子、商品让人目不暇接。

煮高汤、调料汁、补充菜品……6月 24日晚，
摩根步行街上一家麻辣串小店内满是前来用餐
的顾客，这让 25岁的惠齐乾忙得不可开交，“夏
季晚上来这儿的人越来越多了，到这会儿，已经
卖了有100多份吧。”

“店址选得好，这里自带人流量，集装箱的造
型也吸引了大批人吃饭打卡，再加上我们店菜品
丰富、明码标价，‘透明式’厨房操作，顾客吃得比
较放心。”2021年 9月，惠齐乾开了这家加盟店，
加上他自己一些创新的点子，生意越来越火爆。

“楼宇经济及夜市经济是摩根商圈的最大特
色。为打造有吸引力的夜市，我们在做好防疫工
作的同时，严格把控商户品质及商品安全。”摩根
商贸招商总监李玮说，摩根积极邀请有特色的商
家入驻，协助宣传推广，并顺应市民需求，打造南
阳网红打卡地，活跃了市场。

文化加持，精彩不断。作为演艺剧目的“铁杆”
爱好者，丁先生对南阳新增的主题文化大剧院——
楚汉风华大剧院很是喜爱。“南阳是中国楚汉文化
和三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结合本土特色，深
耕文化元素和行业特色，相信这个新业态会越来越
受欢迎。”他说。

楚汉风华大剧院总经理高飞介绍，楚汉风华
大剧院已被省文旅厅评为“楚风汉韵文化体验中
心”，成为南阳文旅新名片。这里每天晚上 8：30
到 11：00都有演出，周末下午还会上演童话剧，
已经成为游客观光旅游、了解南阳的窗口，同时
也丰富了南阳人的夜生活。

入夜的南阳府衙，褪去了白日的庄严肃穆，成
为南阳人最爱的一方“夜市”。茫茫夜色中，有前
来犒劳自己的夜食者，也有爱吹晚风的夜购者。

美丽的南阳夜，让人陶醉。③8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烜

6月 28日，夜幕降临，许昌市魏
源广场灯火通明，小吃摊位依次排
开，欢声笑语不时传来。“晚上天气
凉爽，和三五好友一起边吃烧烤边
聊天儿，感觉很惬意。”许昌市民王
晓刚说。

为满足市民夜间消费需求、激
发城市活力，许昌市于 6月中旬印
发《许昌市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
的实施方案》，围绕规范“外摆”经
营、建设“夜食”街区、培育“夜娱”文
化、激发“夜购”活力、擦亮“夜游”名
片、创建示范街区（点）等 6个方面
对全市打造夜间经济发展体系进行
部署。

发展夜间经济，离不开政府相
关部门协调联动、精心服务。许昌
市商务部门在深入摸排夜市点位信
息的基础上，逐步更新“许昌夜市地

图”，并积极引导商超开展夜间打折
让利和各类节庆活动；城管部门按
照“尊重传统、便民利民”的原则，研
究制定店外摆放精细化管理标准和
申请流程，允许商户店外规范经营，
并帮助夜市经营商户解决实际困
难。

夜间经济不仅给消费者带来丰
富的生活，也增加了商家和从业人
员的收入。“虽然比以前辛苦些，但
心里高兴，夜间客流量增长了不
少。”许昌市东城区一家烩面馆的老
板王新军说。

“目前，许昌市春秋广场夜市、魏
源广场夜市等夜间排档亲民特色餐
饮区渐成气候，增加了城市的‘烟火
气’。”许昌市商务局局长郑璐介绍，
下一步，许昌市将加快推进夜间经济
发展，形成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功能
完善的夜间经济圈，打造具有许昌特
色的夜间经济品牌，实现增加就业、
增加群众收入的目标。③4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姚广强

6 月 26 日晚，焦作市新安路步
行街，四方美食飘香，市民大快朵
颐；王府井外广场上，“后备厢小市
场”引来顾客如织；解放小剧场里，
节目出新出彩，观众笑声不断……

焦作市近日启动的“城市烟火
气·点亮夜经济”活动，热力不断升温。

逛夜市、品美食、淘地摊……活
动将持续近一个月时间，由万达外
广场、王府井外广场等 13个消费集
聚区共同发力。

灯火通明的夜经济，体现城市
的“软实力”。焦作市将夜经济作为
提升城市能级的新动能、推动全域
旅游的新引擎、满足居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新方式，构建“夜食、夜游、夜
购、夜娱、夜演”新格局，打造“24小
时城市”。

众盛大杨树餐饮文化商业街前
身是杨树街。该商业街充分借鉴成
都宽窄巷子设计运营理念，将百年
焦作生活场景复原，集美食、民俗、
休闲购物于一体，成为原汁原味的

生活场景体验地。
2021年，众盛大杨树餐饮文化

商业街入选第二批河南省夜间文旅
消费集聚区，这也是焦作市唯一入
选的项目。

夜经济，更是城市之光。前段
时间，抖音上一段光影秀“霸屏”。
两座高大的发电厂冷却塔上，时而
金龙游走，时而星空璀璨……路人
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极度震撼的
视觉效果。

“老面孔”变身“新地标”，焦作·
国际首创大型高塔实景演出文旅项
目，利用焦作发电厂的 2个冷却塔
为演绎背景，运用高科技光影技术，
为游客奉上视觉盛宴。

打造高能级文旅，需要引领消
费新风尚。焦作市积极抢占多元消
费市场，解放小剧场一经推出便热
闹非凡，脱口秀、相声、魔术等表演，
让消费群体不断扩大。

随着“夜生活”的升温，焦作市
特色突出的夜经济载体建设已初见
成效，消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
态多元、开放活跃的夜经济体系正
在形成。③5夜赏白河景 品味楚汉韵

打造“不夜城”点燃夜经济

规范小摊位 留住烟火气

扎实推进 两稳一保

点亮点亮
新新““夜夜””态态

[许昌]

[南阳]

[焦作]
□本报记者 温小娟

6月 28日晚，华灯初上。三五成群的
市民、游客陆续走进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
的河南艺术中心如意湖广场，这里迎来了
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在这里，游客可以吹着慵懒的夜风，欣
赏“大玉米”流光溢彩的灯光秀，还能逛文化
味十足的“夜市”——“黄河风”艺术市集。
沿着如意湖畔，记者看到众多各具特色的摊
位依次排开，刺绣、竹编、木雕、捏面人、花艺
绿植、绘画手作等极富设计感和文化创意的
产品琳琅满目，吸引着顾客争相购买，为郑
州夜经济增添了不一样的烟火气。

“黄河风”艺术市集是河南艺术中心“放
歌如意湖·艺术季”系列活动之一，已经连续
举办三年。今年，市集将传统的“夜市”融入
非遗体验、生活美学、艺术美育、国潮文创、特
色餐饮等新兴业态，增强公众沉浸式、互动式
体验，令人眼前一亮。

“今晚最大的惊喜是，在这里给我女儿买
到了她最喜欢的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和

‘网红’玉佩棒棒糖。另外，跟其他夜市最大
的不同是，整个市集的‘国风’体验感很强，真
的是好逛、好看、好玩，收获满满。”郑州金水

区市民周女士高兴地说。
河南博物院文创产品此次入驻“黄河

风”艺术市集可谓“诚意满满”。豫博文创
销售总监霍龙翔说，这次带来的都是平时
最畅销的文创产品，比如盲盒、仕女乐队、
妇好鸮尊摆件等，目的是希望博物馆文创
能够更贴近生活、贴近大众，助力释放文化
和旅游领域的消费潜力。

“我们要打造最具影响力、时尚活力和
文化内涵的夜经济品牌，不断提升夜间消
费质量水平，更好地促进文商旅融合。”河
南艺术中心党支部书记刘秀华说，今年，市
集从整体设计到产品质量进行全面升级，
不仅有河南博物院、洛阳礼物、豫游纪等知
名文创品牌入驻，布老虎摊等非遗小摊也
都是市级以上非遗传承人在运营，用产品
的独特性、差异性满足市民多样的购物需
求和审美需求，形成艺术衍生品聚集、潮流
IP突出、消费势头强劲的夜经济品牌。

据悉，“黄河风”艺术市集规划了近百个
摊位，服务五六十家中小微文化企业，带动就
业300多人次。市集开放时间将持续至今年
10月，未来还将定期组织乐队表演、快闪打
卡、主题展览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以满足
公众的不同需求。③9

突出文化味 主打“国潮风”

图①、图④ 6 月 26日晚，郑州电影小
镇的娱乐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⑨6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②、图③ 6月 25日晚，在郑州市正弘城、国贸360等
商圈，街头艺人深情演唱。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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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培养具备家国情怀的中坚人才
——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开展多元化思政课教育

□王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为
了更科学有效地实现育人目标，切实
做到立德树人，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
创设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思政课
堂”，让思政教育浸润学生心灵，厚植
家国情怀。

知校史明心志，向榜样楷模看齐

郑 州 市 第 五 高 级 中 学 发 端 于
1939 年国际救济会创办的“难童学
校”。1942 年，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
祥将军出资援建下，吴惠民先生分设
中学部，成立“郑州圣德中学”。1950
年更名为“解放中学”，1958年被正式
命名为“郑州市第五中学”。

回忆五中发展史，栉风沐雨，砥砺
前行，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爱国情。
该校学生入校的第一堂思政课便是驻
足校史馆，由学长学姐志愿者为其讲
述五中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以校史为基石，该校把思政教育
寓于各栋楼宇的命名。如将办公楼命
名为“惠民楼”，一是为了纪念首任校
长吴惠民，二是取“惠民”之“施惠于
人”之意，教育学生“与人为善、勤朴做
事”；将综合实践楼命名为“玉祥楼”，
用以纪念支持办学的冯玉祥将军，同
时教育学生“玉振金声，祥麟威凤”，做
时代的中坚人才。

讲故事、树典型，是另一种有效的
思政教育方式。

五中开设有以讲故事为基本教学
形式的系列化思政课。如该校校长张
天佑指导设立的“国旗下的思政课”

“灵智讲堂”等，便是通过邀请英模人
物、身边典范，娓娓讲述德育故事，厚
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们都记

得，我省首批援鄂医疗队医疗组组长
周正教授来学校讲述了在武汉第四医
院不间断工作、争分夺秒救治病人的
故事，让他们理解了什么才是这个时
代的榜样，并以此树立了坚定志向：未
来要成为国家的栋梁，在国家、人民需
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在前面。

重体验醒头脑，为民族复兴努力

为了进一步充实学生的思想，促
进学生自主构建认知，该校结合博物
馆、烈士纪念馆等校外思政教育基地，
开设了系列“体验式”“沉浸式”主题思
政第二课堂。

五四青年节，学生们到董天知将军
故居，纪念这位牺牲于百团大战的革命
英雄，传承革命精神。周末时，师生前

往黄河博物馆，“惜青春源头，逐后浪奔
涌”。课堂之外，他们来到社区的“田间
地头”，拿起铲子打理社区花园，铲子起
起落落中，杂草消失，花园面貌一新。

五中创设的另一种思政课，是以
社团活动课为载体的探究式思政教
育。

如以提高学生人文修养为宗旨的
国学社，课程全面，涵盖经、史、子、集
等领域，涉及教育学、哲学、历史学、文
学等多个学科内容，开展了丰富的诵读
经典、书写经典、试讲经典活动，引导学
生了解中华文明，传承优秀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形成人人爱国学、人人学国
学的良好氛围。又如带领大家正确看
待国际关系的模联社，以探究式学习活
动的方式，引导社员了解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时政热点，在思辨中达成共
识，激励更多同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融合线上线下，埋下真善美种子

“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
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再多元的思政课模式，也
脱离不了“主题课堂”这一基本形式。

该校把思政课与团课深度融合，
把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统一，使
高中的思政课更加常规化系统化，也
避免了学习的间断与受众的局限。

线上开设“五中青学堂”，分设“学
习导言”“学习任务”“学习资源”“学习
评估”四大板块，以任务驱动学习，无
论是“大国担当，逆向而行”，还是“携

手抗疫，共克时艰”，又或是“战胜疫情
离不开科技支撑”的线上思政课程，都
为五中学子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的确立
提供了有力支撑。而线下主题团课，
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党
的十九大精神解读”等课程，更是根据
不同受众需求，提供针对性辅导。

此外，五中通过日常行为规范教
育促进学生习惯养成，开展“校园之
星”评选发掘学生优秀品质，举办心理
讲座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以班会课、各
种仪式课程、节日主题活动、书香校园
活动等为载体，丰富和润泽学生的校
园生活和精神世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德育
认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依托多元化的思政教育，多年来，
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秉承“培养有家
国情怀、精英气质的中坚人才”的育人
目标，致力于为师生建立精神信仰，用

“唤醒·陪伴·引领”的力量，为学生成
长注入强劲的内驱力，驶向立德树人
之彼岸。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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