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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下午，夕阳斜照，太阳的余晖

与“赊店年画”金色匾牌交相辉映，让这家老

字号格外耀眼。

来自杭州的游客张建民对木版画“六子

送福”、“连年有余”啧啧称赞，当听说此画是

陈氏四代传人陈景知所作，连忙让其给自己

包装起来。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张建民依然漫步在

社旗县赊店古镇的特色商业区，他说：“这里

不仅有宝可淘，还增长了见识，真是名不虚

传。”

赊店古镇特色商业区里，明清古建筑飞

檐微翘、雕梁画栋，老字号工艺品琳琅满目，

特色小吃香味浓郁，仿古路灯洋溢着浓浓古

韵新风，古戏台上锣鼓喧天，打铁、木版年

画、烙画、铜器加工、吹拉弹唱等传统民间艺

人轮番登场，像一张张富有人文气息的文化

名片，向每一位游客诉说着赊店厚重的历史

文化积淀。

厚重赊店，厚在商业，重在文化。“赊店

古镇2.15平方公里，总体思路是以商业诚信

文化为依托，以发展文化旅游业为主线，推

动文、商、旅、产、城一体化发展，以此带动社

旗经济快速发展。”社旗县委书记余广东说，

文化随着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经济随着文化

的繁荣而发展。社旗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坚

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赊店古镇开发建设为

载体，以商兴文，商旅相济，走出了一条独特

的文商旅融合发展之路。

激发商埠文化活力

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

赊店独特的古城文化。

天下店，数赊店。赊店镇曾与朱仙镇、

周口镇、道口镇一起并称为中原四大商业重

镇，明清时期是驰名全国的水陆码头，清乾

隆年间达到鼎盛，人口有13万人之多，各类

商铺1000多家，街市一派繁荣，72条商业

街、36条胡同。尤其是在明清之际茶叶经济

对外贸易的发展上，赊店占据着“万里茶路”

的中枢连接地位，发挥着“贯通南北、购销中

外”的重要作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拥有‘万里茶路

中枢’这个厚重的商业遗存，社旗必须打好

文化资源这张牌，把茶文化、酒文化、会馆

文化、瓷文化和历史商业文化作为第一资

源抓紧抓好，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打造好，使

赊店这座历史名镇再创辉煌。”社旗县县长

张荣印说，按照省定规划，赊店古镇突出商

埠文化特色，推动文、商、旅、产、城一体化

发展。他特别强调，“开发‘万里茶路中枢’

的文化资源，重点是复活，关键点是保护和

传承。”

万里茶路是伟大的，也是辉煌的，它从

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留下了

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航道、码头、

桥梁，街道、会馆、商号，这些都是古代商埠

的活标本，赊店古镇保存着最为完整的遗产

资源。

社旗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万里茶路

中枢”这一独特资源，努力将其定位为商业

诚信文化体验古镇，充分发挥赊店古镇作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特色优势，通

过实施“科学规划、拆迁安置、建设改造、文

化发掘、景区管理”等五大工程，进一步加大

了古镇的保护和建设力度，赊店历史文化内

涵得以深入挖掘。

赊店商埠文化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赵荣霖说，适应旅游业由观光型向休闲度

假、文化体验型转变发展的趋势，社旗县把

古镇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当作复活历史的重

点。以山陕会馆、瓷器街、古码头为核心，延

伸至火神庙、永庆街、东万成街、西阁内街、

关帝庙街、老街等传统建筑集中分布区域，

恢复了厘金局、关帝庙、镇衙和戴家大院，修

复了21座古民居，改造了23条古街道，重点

发展以商业管理文化、税务金融文化、交通

运输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商业诚信文化。还

以古码头为中心，以南城墙、古航道、古城门

为重点，通过恢复赊店古码头、古航道，重建

了观音阁、石门阁，修复了古城墙、古城门，

重点发展以拍摄、制作、展示为一体的多功

能影视创意和文艺展演等为主要内容的休

闲文化。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既尊重历史遗存，保持传统文化底蕴，

又融入市场和现代元素，大大增强了古镇特

色文化的气质和活力。”社旗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黄静说。

在古镇的保护和建设中，像杨骏声、徐

东、薛广居、李道生、赵静等一大批关注赊店

文化发展的“土专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他们不计名利，有的甚至自掏腰包到外

地考察、挖掘和考证万里茶路中枢的历史遗

迹和文献，为古镇发展献计献策，使古镇的

文化原貌更加真实和生动，文化特色更加显

著和浓厚。

在发展思路上，主要是突出商埠文化特

色，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推动文、商、旅、

产、城一体化发展。在保护规划上，依托赊

店古镇商业诚信文化、明清建筑文化、万里

茶道文化，聘请哈工大、同济大学等设计单

位，先后修编了《赊店特色商业区发展规

划》、《赊店古镇空间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等一系列规划，对古镇的风貌、样式、高

度、密度等进行了科学规范，基本形成从总

规到单体设计一脉相承的规划体系，提升了

赊店古镇保护的层次和水平。

在宣传推介上，该县成立了赊店商埠文

化研究会、赊店历史文化研究会、赊店民俗

文化研究会，创办了《大码头》、《赊店春秋》

等刊物，建设了官方旅游网站、微博、微信，

整理出版了《厚重赊店》、《赊店风云》、《社旗

山陕会馆》、《商业历史文化初探》、《万里茶

路与中国赊店》等反映赊店商埠历史文化的

书籍。重点突出“万里茶道中枢，商埠古镇

赊店”特色品牌，联合万里茶道沿线城市，共

同组织申遗活动，举办高层次的论坛和研究

活动。近年来，央视先后6次走进赊店，拍摄

《商埠传奇》、《水映赊店》、《镖行天下》、《铁

旗商魂》、《茶叶之路》等多部专题片，并在黄

金时段播出，形成强烈反响，赊店古镇的知

名度明显提升。

“瓷器街等老商埠区的存在，是数百年

前经济对外开放、包容的历史证明。”黄静介

绍说。行走于赊店古镇，品味其厚重文化，

如饮赊店老酒一般酣畅淋漓、回味无穷。巍

巍山陕会馆青砖灰瓦、雄浑壮丽，兼收北方

建筑雄浑壮观之气势和南方建筑严谨柔美

之风格；票号、广和堂、姜家大院、火神庙等

古建筑鳞次栉比、古朴典雅；9公里长的城

墙、72条商业街道、36条胡同修旧如故，重

现昔日风采；赵河桥头，凭栏眺望，可见数百

步台阶的码头遗迹，千帆竞发、桅杆如林的

繁华景象恍若昨日。

社旗，仰天时而居地利，修政通而得人

和。

赊店古镇正在以新的视野，新的举措，

努力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通过深化开

放合作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张荣

印说：“我们将结合社旗当地的文化特色，引

领文化需求，不断做强做大文化产业，为中

原特色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作出新贡献！”

在驻马店，只要一提起驿城区诸市镇的魏庄村，人们

立即就会想到绿色的蔬菜、紫色的葡萄、多彩的小西瓜，和

这些生态瓜果蔬菜一起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们有思路

脑子活的村党支部书记、驻马店市人大代表赵萌。

黝黑的皮肤，不高的身材，白了近三分之一的头发加

上一身朴素的装束，如果没人介绍，让人很难相信眼前这位

一说话就脸红的汉子就是具有传奇色彩、39岁的魏庄村党

支部书记赵萌。

小老板当上村支书

早些年外出打工的赵萌由于年轻好学，在完成第一桶金

的积累后在南方办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工厂，成了一个小老

板。2003年，在外发展比较成功的他受家乡招商引资小组的

邀请回乡创业。依托家乡优质地下水资源优势，他成立了驻

马店市森淼食品有限公司。经过几年运作，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他也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上了心仪已久的路虎车。

2011年魏庄村“两委”换届选举前，老支书和几个老党

员多次找到有头脑、懂经营的赵萌，让他回村参加选举。在

他们的劝说下，赵萌参加了当年的村“两委”班子选举，结果

在村主任竞选中，全村2600个选民，他以2580票当选为村

主任。在党支部选举中，全村81名党员，赵萌又以全票当

选了村党支部书记。

想方设法帮群众致富

赵萌不同于他人的就是好学，有思路、脑子活。他一上任

就自费带领村组干部外出考察，结合魏庄村有优质地下水源

及离市区较近的优势，赵萌决定引导村民种植高品质蔬菜。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李东红 尹海涛

通讯员翟耀）4月30日，省纪委与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清风中原”微信公

众平台合作签字仪式举行。这意味

着，双方精心打造的“清风中原”微

信公号，今后将成为我省宣传党风

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以及廉政文

化的新媒体平台。

当前，随着移动终端即智能手

机上网用户的普及，微信等新媒体

正在成为一个“永远在线”的宣传传

播平台，渗透到人们日常工作、学习

和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宣传党风廉

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廉政文化，省

纪委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决定合作

共建“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平台，着

力打造“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

省纪委十分重视利用新媒体宣传

党风廉政建设，目前已形成了微博、网

站、手机报“三位一体”的新媒体矩阵。

尤其是省纪委官方微博@清风中原

自2014年开通以来，粉丝量、影响

力位居全国省级纪委微博前列，取

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中央纪委及

省委领导多次批示给予肯定。

作为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一直

以来都是河南新闻宣传的主力军。

目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已拥有官方

微博、微信、微视、客户端、手机报、网

站等各类新媒体产品40余个，用户

总量达数千万，影响力巨大，覆盖面

广。此次合作，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

调动全集团的优势资源，与省纪委一

道，共同把“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打

造成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

“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正式上

线后，将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和舆论导向，服务省委、省政府工作

大局，突出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特

色，传导压力，讲好故事，适应网络

时代的宣传形势和特点，运用“网言

微语”，实现信息传播的最大化、最

深化、最优化，并成为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发布纪检监察工作信息、解读

党纪法规、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弘扬

廉政文化、增进党群互动的新平台。

据悉，“清风中原”微信公众号

于5月份开始试运行，运行一段时间

后择机正式上线，届时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

李绍光）4月下旬，位于新密市平陌

镇的郑州竹桂园旅游景区管理公司

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紧

接着，新密市苟堂镇的百果山农业

园又与上海道理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了挂牌上市协议，推动百果山短期

内在上海股权所上市。据悉，百果

山已是新密市第10家旅游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近两年来，新密市十

分重视整合青山绿水、生态农业等

旅游资源，并积极推动上市，为该市

经济转型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了解，郑州竹桂园旅游景区

管理公司以开发平陌镇柏崖山为主

体，聚集省内品质旅游项目，作为新

密首个生态项目上市，大大激发了

全市观光农业企业上市的热情。百

果山位于山水秀丽的新密市南部和

北部山区，是一个集果树、蔬菜、养

殖、科技研发于一体的大型休闲、观

光农业园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夏

季风李强）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

际，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结果揭晓，河

南日报农村版曾经报道的“托举三

兄弟”刘新军、贾晓玉和杨明从全国

363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此殊

荣。

去年6月17日，天津市一位89

岁老人不慎从四楼窗口坠落，正在参

加旧楼改造的南阳籍青年刘新军、贾

晓玉、杨明听到呼喊声，迅速上前施

救。三人用双手托举的方式让老人

化险为夷，被称为“托举三兄弟”。

三人的义举经报道后，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宣部、中华见义

勇为基金会授予三人“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称号。在第十二届全国见

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上，他们

被评为“全国见义勇为英雄群体”。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4月

30日早上，河南日报农村版帮忙

记者接到林州市任村镇南丰村村

民岳峰的短信，反映村里紧挨红

旗渠旁边修路，堵塞了灌溉小麦

地的渠道，村里也不处理，希望记

者帮帮忙。

记者迅速将此短信转发给林

州市委书记郑中华，郑中华接此

短信十分重视，当天下午他带领

有关人员赶到任村镇南丰村现场

办公，当地政府很快疏通了灌溉

渠道。

郑中华告诉记者，林州市目前

正紧邻红旗渠修建一条旅游观光

大道，以提升红旗渠旅游形象，打

造美丽林州，但也发现，有的地方

在修路时忽视了红旗渠水浇地需

要留出的渠道出口。郑中华说，群

众反映的问题十分及时，下一步林

州市在修路时要统筹考虑，工作更

仔细些，把好事办好办实。

当天晚上，岳峰给记者回信息

说，渠道修好了，小麦地浇上水了。

社旗县在实施“文化社旗”发展战略中，依托赊店古镇厚重的商业文化资源，文、商、旅、产、城一体化发展，以特色
商业区建设为载体，重点打造“万里茶路中枢”的品牌影响力，以商兴文，商旅相济，文商旅融合，激发了服务业和城区经
济的活力，不仅实现了产城互动，而且培育出众多新的业态，“文化兴县”成为又一新的经济增长点。

编
者
按

以商兴文
——社旗县文商旅融合发展路径探析（上）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冯春久 杨银鹏

赵萌：有思路脑子活的村支书

林州市委书记和本报帮忙记者短信互动

百姓的事一天解决

赵萌，39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驻

马店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驿城区诸市镇魏

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驻马店市

锦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生格言：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

干事。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黄华 文/图 河南省纪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合作共建“清风中原”
微信公众平台

新密“青山绿水”忙上市

“托举三兄弟”
获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今日导读

3版

襄城“愚公”李红民
让村里的荒山变成“花果山”

4版刚进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省高院公布190名新闻发言人名录
满足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4版

赵萌在查看蔬菜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