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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3日清晨，王建民早早起

来，洗漱过后，拿上画笔向工作室走去。此时

街上像他一样走向自己工作室的村民络绎不

绝。

“10年前，我这样早早起来，扛的是锄

头，去的是地里，想的是柴米油盐、孩子上

学。想想，这变化真是大。”王建民告诉记

者。

这是“中国画虎第一村”商丘民权王公庄

的一个普通早晨：早饭前，近200家个人工作

室开了门，各种画廊、装裱店、礼品店、经纪人

工作室也都相继开了门。这些从农民脱胎而

来的“画家”、“画师”、“画商”互相亲热地打着

招呼，探问来自全国乃至国外书画市场的最新

消息。

近年，商丘市特色文化百花齐放，类似王

公庄凭画笔富了一方百姓的特色文化村多达

18个，由此辐射带动的村庄近200个，像宫灯

村、陀螺村、唢呐村、金麦草画村等，从文化到

品牌，从品牌到产品，从产品到市场，从市场到

经济，在一条“产供销”无缝对接、健康延伸的

致富流水线上，从业人员达10万多人，年产值

8亿多元。一支精奇的画笔，一盏精美的宫

灯，一只精致的陀螺……成为这些村庄美丽嬗

变的新图腾，成为曾经的“泥腿子”们带动村民

致富奔小康的新航标。

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告诉记者：“商丘特

色文化的发展，是我们一个地级市践行文化富

民、文化惠民政策有效的探索尝试，也是我们

今后借农村特色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加快美丽

乡村建设宝贵的发展启迪。”

从文化到品牌：“老字号”特色文
化迎来发展春天

2014年9月10日，入秋的阳光透过窗户

照进来，明丽的光线立刻让陈列柜中千姿百态

的泥塑生动起来。这里是商丘柘城“泥人李”

泥塑艺术馆的艺术展厅，300多件泥塑精品，

造型端庄大方，极具场景感、历史感，以及涌动

在乡土之上的风物美、人情美。

泥塑文化一直是深植于商丘民间的一项

传统而优秀的特色文化，柘城“泥人李”与天津

“泥人张”齐名。2006年，柘城泥塑入选河南

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完成了从文化到

品牌的美丽蝶变。

2005年，一场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在全

国迅速深入展开。商丘“老字号”特色文化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一批优秀特色文化村纷纷浮

出历史的水面，使沉默已久的“老字号”重新焕

发青春。

在刘腾龙笔庄见到笔庄传人之一的刘兰

亭时，他正在擦拭“刘腾龙笔庄”这块老字号招

牌。寒暄之后，坐在两摞荣誉证书后面的刘兰

亭将一封信函递给记者。这是2010年国务院

办公厅高度评价刘腾龙毛笔的信函，时年刘腾

龙笔庄20套毛笔成功卖进中南海。

“荷锄也可弄丹青，不描花草画虎雄。泼

墨岂只为斗米，虎虎生风长精神。”“中国画虎

第一村”民权王公庄艺术展厅内，记者看到王

建民在读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赠予全体村

民的这首诗时，眼睛湿润。2007年4月7日，

刘云山来王公庄调研时，寄语民权虎这一特色

文化品牌“不畏困难，勇于创新，不断绘就乡村

新的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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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 特色文化催生乡村美丽嬗变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侯博

通讯员班琳丽

安居乐业很关键
□本报评论员 王东亮

宝丰县
清凉寺新村 美丽乡村画中来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栋吕艳慧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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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官窑的中心烧造区就在宝丰县

大营镇清凉寺的老村，为了保护历史

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群众就不

在老村建房了，大多住的是土房子。

为了国家，村民作出了牺牲。党和政

府没有忘记这一切。新村的房子建好

后，对搬迁户的补偿力度不小，群众住

进新房开心满意。

新村建好了，有好房子住了，还得

有饭吃、有活干，否则新房子那也只是

摆设，住不舒坦。这个问题，在清凉寺

村不存在，附近那么多企业，有的是就

业机会。

安居乐业，这就是清凉寺老百姓

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建新村、拆老村，安居乐业很关

键。不能建成面子工程，不能让老百

姓不高兴、骂娘，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想

当然。美丽乡村不是简单的整齐划

一，更不是突击性的“一尘不染”。同

样是旧村搬迁，有的地方为什么群众

意见很大，而清凉寺村的群众却是举

双手赞成，做基层工作的同志都应好

好想一想。

2014年12月20日，记者从宝丰县城沿省道南石线西行

20公里，一条新修的汝瓷大道直达一个依山而建的新村，“中

国汝瓷之乡——清凉寺”几个醒目的大字映入记者眼帘。这便

是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新村。

漫步新村，宽阔平整的水泥路干净整洁，依托玉带河源头

建起的人工湖水清如镜，节能路灯美观大方，文化广场内健身

器材齐全，农家书屋、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布局合理，让记者

感受到了都市生活的气息。

“如今搬进新村，住上了楼房，跟做梦一样。”72岁的村民

王保德在文化广场上一边健身一边和记者聊了起来。他说，由

于汝官窑遗址就在老村里，为保护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群众就不在老村建房了，住的都是土房子，最好的也是瓦

房，群众做梦都想住进环境设施好的新村。

“既要保护遗址，又要群众住得好。2010年6月，占地129

亩，投资6800万元，规划建设36栋五层的清凉寺新村依山开

工建设。”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学锋介绍道，新村有南北两个居住

组团构成。规划有住宅区、景观区和公共设施区域等。

据介绍，目前，清凉寺新村已建好10栋住宅楼240套，老

村群众已经搬过来200余户。“老房子拆迁时，政府补偿了9万

多元，新房子127.5平方米才11万元，俺花了1万多元就住进

新房了。”村民王红卫说，原来在老村时没有健身器材，现在，文

化广场挨着家，晚上没事出来锻炼锻炼、活动活动，唱唱戏、跳

跳舞，可得劲。

“整洁、自然、清爽，突出绿化衬托，文化设施点缀，道路畅

通有序是我们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王学锋表示，村里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加强环境综合整治，优化农民居住环境，组建了

10余人的保洁队伍，配备了1名绿化管护人员，让小区里的垃

圾日日清，绿化四季青，村民们时时体验着“小桥流水人家，满

目风景如画”。

新村建好了，群众住进楼房了，经济还得要发展。“现在，在

清凉寺村附近，有汝瓷企业37家，年产销汝瓷11万件，产值达

2600多万元，从业人员2800多人。”也是汝瓷大师的王学锋

说，新修的4.4公里的汝瓷大道直通新村，沿汝瓷大道规划了占

地200亩的汝瓷文化园区，园区设有景观区、烧造区、瓷文化展

示区及古标本陈列室、陶吧、精品展厅等，清凉寺新村与汝瓷文

化产业园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将会形成两个文化景观。

“和谐之风拂面来，美丽画卷入村来。”清凉寺新村展现在

我们眼前的不仅是一年四季的乐园，更是一幅“小康、生态、文

明、民主、和谐”的新画卷。

1月7日，记者从省人社厅

了解到，凡符合条件的在豫海

归可在2月10日前，申报2015

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

支持计划”，重点创业项目可获

得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按照规定，申报“中国留

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

划”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企业

法定代表人应为留学回国人

员，一般应获得硕士以上学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

利，技术创新性强，具有较强市

场潜力；熟悉相关领域和国际

规则，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有海

外自主创业经验者可优先考

虑；企业注册时间不超过3年；

企业注册资金现金资产不低

于50万元人民币，留学人员出

资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50%

以上；企业法人诚信守法，无违

法犯罪记录。

据了解，此次支持项目分

重点创业项目和优秀创业项

目，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

的资金支持。

帮忙记者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1月7日，我省2015年高

等职业教育单招考试政策出

炉。

据悉，今年我省单招招生

对象为已参加2015年河南省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报名的考生（含参加对口升学

报名的中职学生）。每名考生

只能参加一所单招院校的报

名和考试。具体报名时间、地

点和要求，由院校按照有关规

定安排。

全省高等职业教育单招

考试统一于2015年4月12日

进行，考生不得参加两所（含）

以上院校的单招考试。按照

要求，招生专业将优先安排中

原经济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

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三大国家战略发展急需人

才相关专业，批准2015年单招

的高职高专院校单招计划不

超过其2014年专科招生计划

的50%，本科院校单招计划不

超过其2014年专科招生计划

的20%，专业招生计划安排由

学校自主确定。

拟录取考生名单要在院

校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

将拟录取名单报省招办并办

理相关录取手续。考生被录

取后，不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和对口升

学考试。通过单招考试入校

的学生，与参加全国统一高考

录取的学生一视同仁。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1月7日上午，禹州市苌庄

乡五坪村三组农民吴玉学来报

社反映，2014年3月，其同村

村民吕某强行将自家的五座坟

迁到她家的耕地里。为此，她

和家人先后多次到村委会、乡

政府和禹州市信访局讨说法。

可是，至今已过去10个多月，

五座坟依然耸立在她家的农田

里。

吴玉学说，2014年3月24

日早晨，一村民告诉她：“你家

耕地里咋有五座新坟呢？到底

咋回事啊？”吴玉学立即赶到田

里看个究竟，果然如邻居所说，

自家的耕地里确实“长”出了五

座新坟。吴玉学随即赶到村委

会反映。

她先找到了该村村委会主

任张建峰。张建峰告诉吴玉

学：“这是吕某家埋的。他和你

家调换耕地，你不同意，所以他

就在晚上偷偷地埋了。”

吴玉学告诉记者，其丈夫

是个残疾人，生性懦弱，她来

自重庆，在村里算是个外乡

人，家里一双儿女都在上学，

全家在村里人单势孤。“10多

年前，吕某就曾认为俺家的地

风水好，多次要求调换耕地，

但俺们没有同意。没想到他

竟然敢如此欺负俺们！”吴玉

学说。

在苌庄乡人民政府，吴玉

学向苌庄乡党委书记崔劳资反

映自家的遭遇，请乡里为她做

主。崔书记对她说：“你们的事

我都知道了，不行的话，你家就

和吕某的地调换一下，让他每

亩再给你家补偿1000元。”吴

玉学当场表示，“俺家的耕地就

自己种，请乡里做主，立即让吕

某把五座坟全部迁走，并赔偿

俺家的经济损失！”崔书记对她

说：“那你就回去等着吧，我叫

人过去处理。”

之后，一名包村副乡长到

村里调解，还是让吴玉学与吕

某家的耕地调换一下，但吴玉

学家坚决不同意。

为讨个说法，自2014年4

月以来，吴玉学多次到苌庄乡、

禹州市信访局上访，要求各级

政府主持公道，但她的主张至

今仍未能实现。吴玉学气愤而

又无奈地对记者说：“明明是吕

某侵犯了俺家的合法权益，但

各级政府相互推诿，就是不管

不问。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咋就这么难！”

帮忙记者杨远高

电话：13613842980

策划：韩嘉俊 统筹：任爱熙 执行：李相瑞

电话：0371-65795728 15903991239

QQ群：74387297 微信：hnrbncb

邮箱：henanbangmang@126.com

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帮忙何难

有困难？找何难！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35-2

2015年1月 8 星期
第2664期
今日8版四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新闻热线0371—65795789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大河网：www.dahe.cn 微信：hnrbncb 新浪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甲午年十一月十八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03 责任编辑 杨利伟 版式 屈伸 校对 王姝

我省2015年
高职单招考试政策出炉

海归在豫创业
可获省里支持

禹州市苌庄乡五坪村农民吴玉学

自家耕地“风水”好
他人迁来五座坟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记

者1月7日从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获悉，去

年该市坚持以质量信誉为核心抓好烟叶工

作,烟叶质量有了新的提升，全市烟叶收购均

价达到25.8元/公斤，居全省第一位。

据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张五庆

介绍，该市去年一以贯之狠抓烟叶质量

提升，坚决执行“严控面积、坚守红线”工

作要求，采取积极措施，狠抓工作落实，

全市移栽烟叶面积 11.7 万亩，签订烟叶

种植收购合同 4219 份，收购烟叶 26 万

担，严格控制在计划范围之内。与此同

时，扎实开展“质量信誉提升年”活动，着

力优化种植布局，优化烟叶结构，强化环

节管理，落实关键技术，标准化生产水平

有了较大提升。

去年该市配套完善烟田基础设施共投

入资金 10957 万元，完成烟田基础设施项

目 3754个；郏县水源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国家烟草专卖局援建资金1.2亿元；建设现

代烟草农业基地单元 7个，提高了服务烟

农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投入2000万元

对全市烟农进行救助补贴和下部烟叶优化

补贴，保障了烟农收益。全面推进散烟收

购模式，坚持二次分级、一库制收购，严格

等级纯度，狠抓质量管理，烟叶“三混”问题

得到较大改善，促进了烟叶收购质量的全

面提高。在上海烟草对五大烟区检查中，

平顶山市合格率排名第一。去年，全市烟

叶收购均价达到25.8元/公斤，上等烟比例

达到 59.62%，均居全省第一位，为该市烟

叶结构上水平奠定了基础。

平顶山市

去年烟叶收购均价居全省第一位

▲

美丽的清凉寺新村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