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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源地，世界杂技

城。

金秋时节，杂技之乡

濮 阳 又 迎 来 一 场 杂 技 盛

会——第五届中国杂技艺

术节于 11 月 8 日在濮阳盛

大开幕。这是继 2019年承

办第四届中国杂技艺术节

之后，濮阳连续第二次承办

这项中国杂技界的最高盛

会。中国杂技艺术节为何

连续两届花落濮阳，与濮阳

杂技的古老、濮阳杂技的创

新、濮阳杂技的发展以及濮

阳杂技在业界的美誉度密

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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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通讯员 张雯博）
11月 6日，走进范县王楼镇东张村，只见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
梭，满满的稻粒倾倒出仓，稻谷颗粒饱满、圆润结实。东张村稻鸭
共养田基地负责人张存胜说：“俺今年种了600亩水稻，每亩产量
都能达1000斤以上。稻谷加工后，打上俺们自己的有机大米品
牌，以每斤10元的价格，卖到全国各地。”东张村水稻种植基地还
探索“稻鸭共养”的生态种养新模式，700只笨鸭早在稻田收割前
被抢购一空，基地真正实现了一水多用、一地双收。

东张村只是一个缩影。“范县临黄河下游北岸，水资源丰
富。近年来，全县通过水利建设引黄入渠，让黄河水真正灌溉到
稻田，水稻生长苗旺、穗大，生产出的稻谷品质好、产量高。”范县
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孙亚芳说，该县还组织农业技术指导队
不断走进田间地头，普及水稻病虫害防治知识、推广优良稻种；
今年，范县稻谷总产量有望突破8.5万吨。

据数据统计，截至目前，范县共种植水稻田18万亩，建成可
满足 3万亩水稻种植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育秧基地，建设规模化
种植基地 20个，天灌米业、庆丰米业、洁田米业、黄河鹭洲米业
等品牌已叫响中原走向全国。8

千百年来，濮阳杂技在坚守传统
的基础上，又不断赋予杂技新的元素、
新的呈现方式、新的意向，让这项古老
的艺术走向现代化。一批批高品位的
杂技艺术精品从濮阳出发，走出国门、
惊艳世界。濮阳杂技，也实现了从传
统到现代、从自发到产业、从中国民间
到海外的华丽蝶变。

以杂技之乡东北庄为例。东北庄
杂技历史悠久，是中国杂技“南故里”，
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东北
庄杂技的发展也曾一度慢下来。很长
一段时间，东北庄人在家乡学到手艺
后，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演出，以“打工”的形式传承着这
门古老的艺术。本世纪初，东北庄人
开始了深刻的反思，积极探寻新的发
展之路。在继续为中国杂技发展培
养、贡献人才的同时，开始以杂技为主
要元素打造特色村庄，建成了东北庄
杂技产业园、杂技博物馆，还为当年的

乔家班、李家班和刘家班分别建造了
仿清小院。除了杂技剧场内每天固定
的杂技表演外，乔家院、李家院、刘家
院也都免费给游客表演杂技，让杂技
真正成为贴近人民的艺术。人们可以
在博物馆里全面了解杂技艺术，全面
了解全国杂技的发展分布情况，全面
了解东北庄杂技的发展情况，从而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此观看。东北庄
也一跃成为中国特色村庄、“网红村
庄”。杂技艺术因东北庄更具活力，东
北庄因杂技得以更好地发展。

提到现代杂技，不得不提红遍全
国的大型杂技剧目——《水秀》。《水
秀》从 2009年首次与观众见面，每隔
几年都会进行改造提升。每次提升，
都是艺术的创新与升华。目前，该剧
目已融合了杂技、戏剧、体操、跳水、滑
稽、魔术、极限运动等表演形式，充满
了浓郁的多元地域风格，折射出中西
方杂技文化交融后所彰显的生命力、

精神力与凝聚力，不仅成为濮阳杂技
的一张名片，更成为中国杂技的一张
名片。

濮阳杂技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与
濮阳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的重视和
接续努力打造是分不开的。

从本世纪初开始，濮阳市确立杂
技这一优势产业为试点，在发展文化
产业上先行先试。2010 年 9月，《濮
阳市区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规划》获
河南省批复，濮阳按照“东方杂技之
都、华夏龙源圣地”的定位加快推进实
施。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又创造性地
提出了“中华龙源地，世界杂技城”的
定位，致力于将濮阳杂技推向世界。

杂技在濮阳不仅成为一门艺术，
更是一项文旅产业，焕发出强大的生
命力。已于今年夏天圆梦高铁、交通
优势凸显的濮阳，将会举办更多此类
盛会。濮阳杂技也将借全国性盛会的
平台，实现更好的发展。8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通讯员 李振涛
张敬勇）记者 11月 7日获悉，位于濮阳工业园区的河南君恒实
业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1万吨低凝二代生物柴油于日
前首航荷兰阿姆斯特丹，创下了我国绿色高端燃料单批次最大
出口量，该产品系我国目前凝点最低的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作为一种新兴能源，以地沟油、潲水油等餐厨废
弃油脂以及棕榈酸败油、酸化油等为主要原料，经过催化、加氢
处理，实现废弃油脂的循环利用。”君恒生物生产副总裁倪卫东
介绍，“为响应国家和行业的产业政策，去年7月以来，我们投资
1.8亿元，依托现有重蜡加氢装置，通过更换催化剂、调整局部工
艺流程、增加减压分馏塔等一系列升级改造，在不影响每年 40
万吨高档白油产品生产的同时，生产出符合欧美绿色再生优质
燃料各项指标要求的二代生物柴油。”

据介绍，该产品无氧、无硫、无芳，低温流动性好，可与化石基
柴油以任意比例互溶，不仅能降低80%以上的碳排放量，并且在
零下20℃仍可满足绿色减排要求，获得国际可持续碳认证。产
品一经推向欧洲，便备受市场青睐，已与壳牌、嘉能可、托克签订
生产订单3万吨，正在与美孚、碧辟、道达尔、嘉吉等一大批世界
500强对接洽谈，英国石油、贡渥、科尔马、卢克、普雷姆、普莱克
斯等国际知名能源公司致信寻求合作。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段利梅 蒿海真）11月 5日，
濮阳杂技主题公园正式开园。该公园集体育、杂技、历史文化、
元宇宙等元素为一体，实现了城市公园与文化产业有机融合，是
濮阳市建成区第一座以杂技艺术为主题的开放性公园，为该市
高水平举办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奠定坚实基础。

濮阳杂技主题公园南临该市中原西路，西临该市昆吾北路，北
侧与综合演艺馆相接，占地8.1万平方米；公园设有3个主入口，园
区道路体系完整、便捷通畅。该公园建设融入了大量杂技文化元
素，18米宽的南门主通道，布置以杂技艺术为主格调的星光长廊；
中心区主广场建设了以杂技元素为主的主题雕塑；东门区为少儿
活动区，沿中原路、昆吾路设置有景观活动区。

此外，该公园还建有阳光草坪、健身步道，配备健身设施；运用
元宇宙概念，为市民提供沉浸式游园体验；通过植物文化墙、宣传
栏，大力宣传弘扬新时代濮阳精神；建有3万平方米地下停车场近
1000个停车位，为市民提供停车和充电便利，是目前濮阳市最大
的地下公共停车场。该公园的建成，对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
位和形象、建设生态濮阳和幸福濮阳均具有重要意义。8

濮阳杂技主题公园正式开园

范县18万亩水稻喜获丰收

濮阳杂技的千年蝶变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贾红敏）11月 2日，记者从
位于濮阳南乐县的河南省星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10月
下旬，公司因业务需要急需变更经营范围，但受疫情影响，远在
上海的股东和法人无法到南乐县进行现场办理。南乐县政务服
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启动“跨省通办”业务，开展“一对一”帮办，通
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线协助完成电子签名，实现了远程“跨
省”企业变更登记。

“这是我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切实满足企业跨区经营和群
众异地办事需求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南乐县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立足三省交界的地理位置，已
与周边省市县开展了多项点对点协作业务，可办理四省十七县
区业务，外省可办理南乐县事项197项，南乐县可通办外省事项
146项。今年以来，该县已办理“跨省通办”事项3000余件。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更好落地，南乐县
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跨省通办”专窗，对异地事项申请办理实
行首问负责制，为办事群众提供业务咨询、申报辅导、沟通协调
等服务，使群众异地办事更便捷。

截至目前，南乐县已实现企业（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户口
迁移、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生育登记、异地就医结算等群众关
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全国通办”。8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鹏宇

10 月 27日，在位于濮阳市扶余路与
常青路交叉口东南角的胜东花园二期项
目现场，伴随着隆隆的机械声，工人们戴
着口罩、安全帽，干劲十足地操作着桩机、
塔吊、挖掘机等机械，运输车辆来回穿梭，
一派井然有序的建设场景。

这一场景，迥异于四五个月前数百位
业主夜不能寐时看到的景象。

“偌大的工地上，就几个人在，施工什
么的根本无从谈起。”现在谈起当时的情
况，业主之一刘景山仍然说，“感觉自己一
辈子挣的钱都要打水漂了”。

现在，这个此前建设一度濒于停滞的
楼盘迎来了命运逆转。

“今年8月底，接到通知要准备一份材
料上报，说是有可能获得一笔资金支持，
当时是‘有病乱投医’的心态，没想到，9月
底，7400万元的借款资金就到账了，项目
就这样又活了！”因为这个项目几个月睡
不了一个踏实觉的，还有河南汇丰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丽。“我们当时比业
主还着急，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都是与我
们合作多年的伙伴，当我把‘钱来了’的消
息告诉项目经理和施工单位时，大家都沸
腾了。这下我们对所有人都有办法交代

了，尤其是那些买我们房子的业主，我们
有信心在明年6月底完成交房”。

今年7月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
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
保交楼、稳民生。

随着河南省、濮阳市“保交楼”专项行动
的开展，诸如胜东花园二期项目、璞禵公馆
项目以及清华九号院二期项目等问题楼盘
纷纷传来了全面复工、加快建设的好消息。

“目前，省台账 43个问题楼盘项目已
全部化解，化解率 100%。”濮阳市房地产
事务中心主任宋洪斌表示，根据国家九
部委《关于通过专项借款支持已售逾期
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的工作方案》，
濮阳第一批获批的保交楼纾困资金 9.05
亿元在全省率先拨至项目监管账户，13
个借款项目已全部复工复产并制定保交
楼工作方案，并明确了建设节点和交付
时间。

实际上，早在2021年 11月，濮阳市就
成立了由濮阳市市长万正峰任组长的濮
阳市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领导小组。
今年4月，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为组
长的不动产（房地产）领域重大风险处置

化解工作领导小组。
市委书记杨青玖曾作出 20多次批示

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问题楼盘化解
工作。今年7月 13日，濮阳市召开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座谈会上，杨青玖直言，要从房
地产企业面临的具体困难入手，细化工作
举措，逐条梳理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在
法律允许范围调整优化相关措施，为企业
纾困解难，力争把实事办好、把实事办牢。

明确了方向和目标，濮阳市坚持“法
治化、市场化”“从旧从轻”“控新治旧”“分
类推进”“容错免责”原则，先后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的通
知》《濮阳市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若干
措施的通知》等文件。

为了规范保交楼专项资金管理，推动
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濮阳市研究通
过了《濮阳市保交楼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办
法》，明确了“统借统还、专款专用”原则。
又在该办法基础上制定了《濮阳市保交楼
专项借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规
范细化专项借款的拨付路径、使用条件、
申请步骤、还款方式等管理内容。

为了推动问题楼盘处置化解工作高
效开展，濮阳市还把“保交楼、稳民生”工
作纳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台账，实行
周调度，日研判，并对问题楼盘采取分类
施策、分类指导、分类推进。

记者了解到，濮阳市共先后 5次对市
域内在建在售房地产项目进行全面摸排，
对摸排的停工烂尾类项目明确了“红、黄、
绿”档，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单位，逐案
制定化解措施，成立工作专班，抽调业务骨
干充实专班力量，加强沟通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

同时，濮阳还召开了房地产开发企业
银企对接会议，持续完善项目“一楼一策
一专班一银行”方案，明确牵头银行，制定
项目风险化解方案和金融服务方案。通
过金融机构现场为企业送政策、送产品，
降低融资成本，增强银行对企业投放信贷
资金的信心，为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尽管已寒意渐显，但保交楼纾困资金
投入使用的每一个项目工地上都是火热
的建设景象。

10月27日傍晚，位于濮阳市开州路与
五一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开州城市综合体
（龙之光）三期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仍在加
班加点施工。而每天都忍不住到工地上看
上几次的濮阳市金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靳学禄信心满满地说，“项目共获批1.06亿
元的借款资金，我们称它是‘救命钱’，相关
部门正在积极帮助我们协调银行贷款。已
经制定出分3批交房计划，明年7月一定能
完成交房”。8

南乐县

今年已办理“跨省通办”事项超3000件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通讯员 段利梅）10月 31日 8时，随
着 8-1井井口阀门关闭，位于濮阳市濮阳县文留镇、我国中东
部地区最大的天然气地下储气库——国家管网西气东输文 23
储气库顺利完成年度注气任务。此次注气量达19亿立方米，是
今年文23储气库的任务注气量。有这样的“底气”，濮阳今冬明
春可实现保供商品气量20亿立方米。

文 23储气库地处华北中原腹地，设计库容 103亿立方米，
工作气量40亿立方米，始终担负着华北地区五省二市用气季节
调峰、应急调峰、冬季保供与战略储备的重要任务。一期工程于
2019年投运，二期工程于今年 6月正式开工，建成后将加速实
现文23储气库达容达产进度。

中原储气库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焦卫平向
记者介绍，自今年注气以来，文 23储气库刷新了多项纪录：共
50口井参与注气，为历年之最；库存量达 87亿立方米，创历史
新高；整体注气能力达1704万立方米，日注气量在1500万立方
米以上达34天，刷新了连续高强度注气纪录。8

濮阳首批保交楼资金拨至项目账户

多家楼盘业主明年可望收房

濮阳1万吨低凝二代生物柴油首航欧洲

创我国绿色高端燃料单批次最大出口量

文23储气库2022年注气任务完成
库存量达87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杂技节彩排节目《高空叠椅》。8 张晓静 摄

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花车巡游。8 僧少琴 摄

中国杂技起中原，中原杂技看濮
阳。

濮阳杂技上可追溯至春秋，正式
形成于秦汉，闪耀于明清。到了清朝中
期，濮阳杂技进入全盛时期。那时的濮
阳杂技人，不仅在大江南北进行商业演
出，还多次跟随清政府外交官员，到日
本、朝鲜、菲律宾、印度等国演出。抗日
战争时期，濮阳杂技人还分赴山西、陕
西，慰问抗日军民。濮阳杂技代表性村
庄东北庄，由此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杂
技“南故里”，濮阳也成为名副其实、享
誉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

杂技之所以能兴起于濮阳，与濮
阳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作为中华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濮阳濒临黄河，居中
原要冲。农闲时，人们常以杂耍锻炼
身体，以草帽及农具作为道具进行表
演，后来技艺逐渐提高，形成了具有浓
郁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的濮阳杂技。
此外，由于战争及水灾频发，迫于生
计，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
在颠沛流离中，练杂耍、卖艺成为他们
安身立命的手段，“上至九十九，下到
刚会走，人人玩杂技，都会露一手”也
成为华龙区东北庄村、濮阳县娄昌湖

村、清丰县梅庄村等杂技肇兴之地的
真实写照。清朝嘉庆年间，东北庄杂
技的组织形式已由原来的单人独技，
发展到以家族成员、师徒关系为主的
杂技班，并相继成立了乔家班、刘家
班、李家班。

在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中，濮阳
杂技始终散发着璀璨而独特的光芒，
她以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毅力，练就
一身兼具新、奇、巧、险、趣的硬本领，
使自身得以穿越时空阻隔而历久弥
新，给世人带来瑰丽奇异的视觉冲击
和意蕴悠长的精神享受。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本报通讯员 袁冰洁

杂技之“古”：濮阳杂技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

杂技之“新”：守正创新让濮阳杂技不断精进

杂技节彩排节目《机车女孩儿》。8 张晓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