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9月 22日，走进宝丰县马街书会民俗
文化园，刘兰芳艺术馆内的说唱文化传承中
心里，不时飘出高亢明朗、字清板稳、饱含深
情的唱腔。9月29日至30日第十届中国曲
艺节将在平顶山市举办，宝丰县新老两代曲
艺人正在为专场演出做排练准备。

宝丰县是国家级说唱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其绵延 700余年的“马街书会”长盛
不衰。近年来，平顶山加大对马街书会的
保护和投入力度，建成投用了中华曲艺展
览馆、刘兰芳艺术馆、中国曲艺交易中心等
场馆，打造永不落幕的马街书会。此外，计
划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国曲艺小镇正在加
紧推进。

平顶山市文化底蕴深厚，曲艺资源丰
富，是河南曲剧的发源地，1995年被中国
曲协命名为当时唯一的“中国曲艺城”。一
直以来，平顶山大力推进文化强市战略，引
导发展民间文化，传承创新曲艺艺术，曲艺
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精品佳作不断涌现。近年来，平顶山
坚持“推精品出人才”理念，精心打造出一
大批优秀曲艺作品，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并
连年在国家、省、市赛事中获奖，其中包括
河南坠子《义薄云天》、《河南爷们》，快板
《爱洒山乡》、《退钱》，相声《洗脚秀》、《美丽
乡村》，三弦书《月夜情话》等精品佳作。

在传承与发展中，平顶山还涌现出了
一批曲艺名家、民间曲艺传人、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人物和基层曲艺骨干，人才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市有曲艺家协会
国家级会员 60多人、省级会员 120多人、
市级会员 300多人，活跃在基层的曲艺专
业团队和演出人员不计其数。

当日，位于新华区的鹰城曲艺社座无
虚席，快板一打、二胡一响，台下便掌声不
断。2018 年，新华区开辟了一个可容纳
200人的鹰城曲艺社，作为曲艺传承发展阵
地，除了每周两次的曲艺演出外，还积极在
此开展基层曲艺骨干素质提升行动，加强基
层曲艺培训，为曲艺文化发展备足后劲。

每逢“曲艺进校园”
时间，新华区

组织曲艺工作者为辖区中小学生送上相
声、快板、坠子书等曲艺大餐，丰富课余时
间的同时，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的熏
陶。此外，该区还组织“百姓宣讲直通车”

“邻居节艺术表演”等活动，入社区、进校
园、走乡镇、串农家，让曲艺走进群众、娱乐
大众、服务人民。

疫情期间，新华区文艺工作者发挥曲
艺“短平快”优势，纷纷创作出朗朗上口的

“防疫”曲段，在大街小巷传唱。正是得益
于曲艺文化的深厚底蕴、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日臻完善的文化设施等因素，新华区成
功创建为“中国曲艺之乡”，成为继宝丰之
后，该市赢得的第二块“中国曲艺之乡”
荣誉。

以赛事促发展，以竞演聚人气。近
年来，平顶山连续组织两届“国字号”大
型曲艺活动——河南坠子大会，承办了
河南省第十届少儿曲艺大赛、第二届中
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等一系列大型文化
活动和赛事，并将继第二届、第六届中国
曲艺节后，于 9 月 29 日至 30 日举办第十
届中国曲艺节。

中国曲艺节是我国最高规格、最具影
响力的国家级曲艺盛会，每三年举办一
届，本届是第三次花落鹰城。届时，姜昆、
范军、李金斗等曲艺家将齐聚鹰城，与该
市曲艺工作者一起，为群众带来一场精神
大餐。

今年 38岁的刘秋阁算得上是鹰城曲
艺界的“老前辈”，入行 20多年，是中国曲
艺家协会会员、平顶山市曲艺家协会副秘
书长。趁着中午下班，刘秋阁一遍遍地练
习着河南坠子《偷石榴》。她说：“中国曲艺
节马上就要开幕了，我要多练几遍，确保在
舞台上万无一失。”话音刚落，变化万千的
唱腔又传荡开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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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曾
经遍地生长的艾草，近年来身价大涨，延伸出艾茶、艾草精油、
艾皂、艾灸贴等一系列产品。9月 21日，在平顶山市石龙区
龙兴街道军营社区和平煤神马集团大庄矿联合打造的艾制品
产业园内，一派红火的生产场景。

据介绍，该产业园占地50亩，原是废弃多年的院落，如今
新建设四条生产线（艾精油提炼、家纺、艾灸器具、艾草提绒），
每天消耗艾草3吨左右，可以做到全区艾草应收尽收。

近年来，军营社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咬定产业发展
目标不放松，大力发展艾产业，该产业园便是在“辐射效应”中
应运而生。“我们生产有各种规格的艾条、保健养生枕、艾绒
被、儿童洗浴包等，每个月的销售额有二三十万。”军营社区第
一书记宋冠召说，企业还为20名贫困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种植艾草省事，平时不用管，长成收割就行。”军营社区
建档立卡贫困户毛东民说，“今年我的两亩艾草已经收割三茬
了，不仅回了本，还挣了3000多元。”

目前，艾尚园自建艾草种植基地200亩，辐射带动周边村
集体和群众种植艾草500余亩，形成艾草种植覆盖全区的产业
格局。6

鹰城曲艺声远扬
——写在第十届中国曲艺节举办前夕

一个“误会”的举报电话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如果不是巡察组查明真相，我对村干部的误会就会越来
越深。”9月 22日，当着巡察干部的面，汝州市寄料镇李店村
村民孙某向该村支部书记陈某道歉。

事情要从一个举报电话说起。前不久，一阵急促的电话
铃声在汝州市委第一巡察村（社区）组驻地响起：“我是寄料镇
李店村村民，我们村李某的低保金一直没有发放……”

民生资金一直是巡察村（社区）关注的重点。巡察组迅速
行动，分别向陈某和李某了解问题，但因为村支部书记的坚决
否认和李某夫妻俩都是聋哑人，两边均没有得到有用信息。

事情陷入僵局时，一名残疾人来到了巡察组。“我是李店
村的村委委员尹石头，负责低保和残疾人工作。李某老两口
聋哑不识字，女儿远嫁、儿子在外打工，一直是我骑三轮车带
他俩到镇上信用社领低保钱。”

听了尹石头的讲述，巡察组再次前往李某家中确认情
况。在尹石头连比划带喊的解释下，李某明白了巡察组的用
意，一边向尹石头竖大拇指，一边把低保存折拿出来，让巡察
组查看，问题水落石出。

虽然举报电话纯属误会，但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影响村干
部的工作积极性，还容易助长不正之风。巡察组将实际情况
向举报人进行反馈，又提醒村干部注意和群众沟通交流，既维
护了村委干部的良好形象，又缓和了干群关系。6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9月
22日，鲁山县2020年“庆丰收 迎小康”农民丰收节在尧山广
场开幕，扶贫成果展区摆满了软籽石榴、董周酥梨等农特产品。

脱贫户张付香带着100斤蜂蜜来到现场。她家住梁洼镇
西街村。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她养了 40多箱蜂，今年产了
1000多斤蜂蜜。“村干部准备帮我成立合作社，既能扩大规模，
还能带动其他贫困户。”张付香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鲁山是集深山区、水库淹没区和革命老区于一体的国家秦
巴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近年来，鲁山县在大力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保持粮食稳产增产的同时，致力于调结构，让农业
生产有活力；树品牌，让绿色发展有成果；抓龙头，让产业发展
有动能；融三产，让产业上下有链条，不断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据介绍，该县辛集乡张庄村、熊背乡大年沟村先后被命名
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马楼乡纳入全国产业强镇示
范点；全县注册农产品品牌和商标 60余个，“三品一标”总量
达到 43个，其中“尧山百籽红软籽石榴”荣获全国绿博会金
奖；现有产业化龙头企业 4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200多个，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覆盖，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
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6

鲁山县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地企联动艾飘香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一位是年逾八旬的老支书，带领村民
将荒山变成了桃园；一位是返乡创业的大
学生，利用电商将桃子送出了大山。爷孙
俩一起奋力追梦，合力带富乡邻。

9月 18日，在鲁山县土门办事处电商
扶贫服务中心，30 岁的荆育程正忙着配
单。“中秋王”品种秋桃上市以来，最忙时，
他一天发了 2000多单。旁边，他 81岁的
爷爷荆中敏戴着老花镜阅读《果农之友》杂
志，时不时起身给孙子帮忙。

荆育程是河南中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网络专业，发展
电商轻车熟路。去年，他的服务站电商营
业额达 300多万元，被评为鲁山县电商扶
贫示范店。

荆中敏曾任土门办事处构树庄村党支
部书记，22年间带领群众做了不少公益。
30年前，荆中敏家中出现变故，儿子走失、
儿媳改嫁，留下 3个月大的荆育程。为了
维持生计，荆中敏主动退休，并把家搬到高
山上，开始种植果树。

荆中敏靠着一把铁镢，刨着坚硬的片
麻岩，硬是将几十亩荒山整成了梯田。看
着漫山遍野的桃、杏、梨、枣等果树，荆中敏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苦难再次降临。荆育程读高中时，
他的奶奶瘫痪了。荆中敏四处卖水果，一
边供孙子上学，一边给老伴治病。“爷爷说，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学。”荆育程动情
地说，爷爷的坚持给了他前进的动力。

2013年，荆育程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
工作，荆中敏的事业也红红火火。由于家
里需要人手，加上放心不下爷爷，2016年，
荆育程辞去郑州的工作，回到家乡成立了
河南中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注册了“爷
孙俩”商标，通过电商渠道帮助乡亲们销售
冬桃。

爷孙俩聚在一起后，劲头更足了，相互
比着干，一个连年被评为致富带头人，一个
被授予“鲁山县返乡创业优秀青年”称号。
在荆中敏牵线搭桥下，土门办事处领导带
着各村干部到山东学习，决定将秋冬甜桃
种植作为主导产业。目前，土门办事处的
200余户桃农共种植冬桃3000余亩、秋桃
100余亩。

如今，土门办事处又在平顶山市商
务局的帮助下，投资十余万元建成电商
扶贫服务中心。入驻该中心后，荆育程
经常开展营销及培训活动，并依托公司
为果农统一提供种苗、专用肥及全流程技
术管理服务。

在电商领域颇有心得的荆育程，逐渐
把服务触角伸到了全县。在瓦屋镇土桥
村，果农范长现承包了 30亩荒山，红艳艳
的秋桃挂满枝头。范长现感激地说，得益
于荆育程的“一条龙”服务，再也不为桃子
滞销发愁了。

“我们的产业已初具规模，但还有众多
生态资源在‘沉睡’。我准备利用这些资
源，开办民宿，带领乡亲们发展乡村旅游。”
谈及未来，荆育程信心满满。6

《宝丰汝瓷等级及鉴定评价标准》发布

每个“宝丰汝瓷”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9月19日，《宝

丰汝瓷等级及鉴定评价标准》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该标准的发布，首次以标准化语
言明确了“宝丰汝瓷”这一地域品牌，强调
了宝丰汝瓷在原料产地、釉料、外观、工艺
方面的独特性和辨识办法，使不同等级的
汝瓷产品分别拥有了带有独特 logo 的

“身份证”，也是“宝丰汝瓷”市场流转、拍
卖收藏乃至金融化的重要依据。

得标准者得天下，但非遗产品的市
场化和标准化，一直是我国文化市场中
较为薄弱的。市场上叫汝瓷的产品也难
免有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现象，制定和
发布《宝丰汝瓷等级及鉴定评价标准》是
进行汝瓷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当
务之急。

根据该标准，“宝丰汝瓷”将严格按照
合格品、精品级、珍品级3个等级，进行统
一的鉴定证书管理。证书中均有独特的
编号、实物照片、产品等级、评价的依据，

还有鉴定人员的姓名、单位、职称、鉴定意
见等内容，对于汝瓷选购者来说，首次有
了一份科学详细的指南，可以用来判定产
品的质量优劣、工艺等级。据介绍，该标
准的出台和鉴定机制的建立，是推动汝窑
陶瓷产业健康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

宝丰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中
国汝瓷之都、中国汝瓷文化之乡、中国汝
窑古镇，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汝窑的发源地
和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所在地。近年来，宝
丰县高度重视陶瓷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先
后注册了“宝丰汝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颁布了《宝丰县汝瓷地理标志团体标准》，
完成商标注册的汝窑陶瓷企业近 20家，
成功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百余项、实用新型
专利4项、发明专利2项。6

9月 22日，郏县“丰收中原、老家河南”2020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暨李渡口扶贫特色产品对接会启动，玲珺醋、面粉、花
生油、纯红薯粉条等8大类200余种特色产品在特色扶贫产
品区展示，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选购。6 张建新 摄

金秋时节，平顶山市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
区内种植的 2400亩绿色无公害谷子喜获丰收。田野
里机声隆隆，农民抢抓农时收获谷子，一派丰收景象。

近年来，宝丰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围绕市
场需求，鼓励引导农民发展特色农作物种植，引进优
质谷子品种，并采取“公司+村集体+种植户”的模式，
发展优质绿色无公害谷子种植，带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6 何五昌 摄

上图 9月 16日，村民驾驶农机在宝丰县龙王沟乡
村振兴示范区收获谷子。6

左图 9月 16日，村民在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
范区展示成熟的谷子。6

金秋谷子喜丰收

中国曲艺节资料图 均为 付强 摄

爷爷深山种冬桃
孙子网上忙带货

宝丰汝窑传统器型莲花温碗 6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通讯
员 刘洋）9月 23日，记者从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年
底前，全市将完成50%以上乡镇客运站改建为集乘客集散、快
件集散分拣处理、农产品贸易、电商平台展示于一体的乡镇交
邮综合运输服务站，实现“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多站合一”。

平顶山市物产丰富，尤其农副产品类多量大，迫切需要农
村物流“进城入村”。近年来，平顶山重点实施了农村公路通
村入组、万村通客车提质、三级物流网络体系建设“三大工
程”，全市所有行政村通路、通车、通邮率提前达到100%。

在此基础上，平顶山大力推行客货邮融合，依托城乡客运
车辆代送邮件快件包裹、党报党刊、信件等，并允许农村公交
搭乘农副产品、农资及其他货运小件，及时下行送到村邮站或
村委会，上行运送到城市超市或城乡配送网点。

据介绍，客货邮融合不仅方便了群众，还降低了邮政快递
成本，提高了农村客运经营者的运营收益，弥补了乡村物流短
板。以试点县郏县为例，每台客车每年增加毛收入1.2万元，
邮政快递企业每年节约运输成本30余万元。

目前，全市已开通运营合作线路 16条，参与农村物流配
送的客运车辆超 55辆，运送邮件、快件 28万余件，先行先试
地区已实现同城邮件“早寄晚收”。6

平顶山开通16条
农村客货邮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