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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看到这里的群众通
过制作古琴脱贫致富，我
感到很震撼。

本报讯（记者 马涛）2 月 23 日，
全面小康题材重点献礼故事片《千顷
澄碧的时代》首映礼启动仪式在北京
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定档2月 26日
在全国院线公映。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副省
长武国定出席仪式。

武国定在致辞中说，电影生动讲
述了青年扶贫干部芦靖生与兰考县
党员干部一道，团结带领贫困群众矢
志脱贫、奋力攻坚的感人故事。这也
是一部向广大扶贫干部致敬的电
影。武国定指出，兰考人民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关怀嘱托，化作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强大动力，大力弘扬焦裕禄精
神，用三年时间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立足新发展阶段，河南正按照党中央
的统一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业
强省的目标。

该影片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领
衔出品，省委宣传部、兰考县委宣传
部联合摄制。影片以在全国第一批

“率先脱贫”的兰考县为原型，采用了
正面、全景式的叙事方式——以“双
雄人物+金融扶贫主线”，串联起影片
中的故事和人物，深情呈现了中国脱
贫攻坚一线人物群像，全面描绘了新
时代中国农村的小康画卷，深刻反映
了中国完成人类文明史上最大数字
人群摆脱贫困的伟大壮举。③9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刘洋

2月 23日，瓦蓝瓦蓝的天空下，
一株株泡桐和白杨笔直向上。兰考
县堌阳镇徐场村墨武琴院内，一阵悠
扬古琴声响起。托抹挑勾中，《我爱
你中国》的旋律在指尖流淌，通过网
络传向北京。

电视屏幕那端，电影《千顷澄碧
的时代》首映礼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
馆举行，现场观众安静倾听着千里之
外兰考百姓的琴音心声。

村里的百姓循着琴声走来，陆续
在小院里聚集，有的拿着自家产的古
筝、琵琶，有的拿着专利证书，还有的
捧着农家特产，冲着屏幕向首都亲人
拜年，讲述脱贫后的幸福生活。“过去

给别人打工，现在自己办厂当老板，
每年收入保底四五十万元，实现‘经
济自由’了。”话音刚落，小院里欢声
一片，大家脸上的笑容如阳光般灿
烂。

小院的主人是“蓝衣少年”徐亚
冲和妻子卫晨欣。随着“中国民族乐
器村”蜚声海内外，二人已是一对“网
红”。他们对首映礼现场观众说，焦裕
禄书记当年种下的泡桐树，在徐场人
手里“升了值”。过去辛苦种地的农
民，现在纷纷抚琴奏乐、发展产业，还
学会了直播带货，日子舒坦又幸福。

青年演员曹骏走进小院，与乡亲
们攀谈起来。在乡亲们的介绍下，他
了解了兰考的历史，感受着大伙的热
情，也体会着深厚的古琴文化。他

说：“古琴是兰考的名片，一定能走向
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充满希望
的地方。”

在东坝头镇坝头村，九曲黄河拐
过最后一道弯。该村宣传委员游俊
丽面对北京活动现场，发自内心地喊
出：“在这千顷澄碧的时代里，祝愿伟
大祖国繁荣昌盛。”

北京现场，所有人对兰考的父老
乡亲报以热烈掌声。

曲 终 人 未
散 。 连 线 结 束 ，
小院里依然兴致
盎 然 。 一 曲《唱
支 山 歌 给 党 听》
缓缓飘向澄澈碧
霄。③9

□本报记者 张笑闻

2 月 23 日，兰考县堌阳镇徐场
村。

和煦的阳光洒在村口路边的泡
桐树上，微风拂过，带来春天的气
息。漫步在村中，古色古香的庭院，
悠扬悦耳的琴声，似乎都显示着这个
以制作民族乐器闻名的小村的不同。

今年 70岁的徐留顺是村里的老
一辈。“怎么也没想到村子会有这么大
的变化。”曾经在温饱线上挣扎过的
他，对贫穷记忆犹新。“以前俺村穷得
叮当响。”徐留顺说，“那时候一年的全
部收成才 1万多元。”村口的一条土
路，每逢雨天就成了“水泥路”。

但焦裕禄书记带领兰考百姓种

下的泡桐树让徐场村找到了出路。
徐场村人曾靠卖木材维持生计，

时间久了，意外发现泡桐板竟是制作
民族乐器的良材。上世纪 80 年代
初，徐场村高薪从上海聘来乐器厂的
技师，村民苦学制琴手艺，一教十，十
教百，当年廉价出售的泡桐成了宝，
长成了民族乐器大产业。

徐冰，就是徐场村民族乐器产业
发展中的一名代表。曾在外打拼且
小有成就的徐冰毅然返乡投身古琴
制作，“古琴作为民族乐器，有着巨大
发展潜力，我想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现在，徐冰的古琴生意可谓蒸蒸
日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张
古琴可以卖2万元，去年卖出了10张

琴，收入至少有20万元。”
走上致富路的不仅有徐冰，“我

们徐场村 106 户人家，有 85 户开作
坊，制琴、筝或生产相关配件，都从泡
桐上挣了钱，又一次实实在在享到了
焦书记的福。”该村村委会主任徐永
顺说，2020 年，全村产值突破 1.8 亿
元，仅民族乐器产业这一项就使全村
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9万元。

步入村中，细细打量。以“宫商
角徵羽”命名的五个小广场、五音路、
琴韵路，处处与乐器相关。谁能想
到，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徐场村村
民，如今以琴曲招待远客。依靠泡
桐，这座兰考大地上的小村展现出别
样的活力，在迈向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正昂首阔步，意气风发。③5

□本报记者 胡舒彤

青年演员曹骏的到来，在兰考
堌阳镇徐场村引来不少粉丝围
观。2月 23日，他在电影《千顷澄
碧的时代》连线现场说：“请大家支
持这部电影，因为它讲述的是这片
土地上真实的故事。”

第一次来到兰考徐场村的曹
骏，在泡桐树下久久伫立。“我读书
的时候就知道兰考是焦裕禄精神发
源地，今天又知道焦书记种下的泡
桐树，能为当地老百姓带来幸福生
活。亲眼看到这里的群众通过制作
古琴脱贫致富，我感到很震撼。”

古琴，不光带领村民摆脱贫
困，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曹骏说，
乡亲们对新生活的热情和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春节前，曹骏曾通过央视向全
国观众推介电影《千顷澄碧的时
代》。他说，这部电影运用现代化
手法表现焦裕禄精神，让大家更直
观地了解这片热土上勤劳生活的
人们，以及他们为幸福生活的拼搏
努力。在新的时代，这种精气神特
别值得我们敬佩。

作为“童星”的曹骏，曾在《真
命小和尚》《宝莲灯》等电视剧中担
任主演。最近，又在综艺“演员请
就位”中以出色表现引发热议。曹
骏表示，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很
庆幸自己能生在这个“千顷澄碧”
的时代，特别想在未来艺术创作中
接触扶贫题材，扮演一位改变当地
群众生活的年轻人，为记录这个伟
大时代做一些积极的事情。③4

本报讯（记者 李点）2 月 23日，
全省对台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全国对台工作会议精神，
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何金平主持会
议。会议指出，2020年，全省对台系
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应变求变、克难前行，
各项工作守正创新，有力服务了对台
工作大局。做好 2021 年对台工作，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强豫台经贸合
作，深化豫台交流交往，扩大涉台宣
传影响，服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

合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
会议强调，要推动各项惠台措施

落地落细，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
豫台经贸合作共融共赢，扩大合作领
域，办好品牌活动，做强载体平台，吸
引更多台企来豫投资兴业。推动豫
台交流交往走心走实，继续秉持“两
岸一家亲”理念，发挥文化优势，克服
疫情影响，加强基层交流。推动涉台
舆论宣传有声有色，突出重点、创新
形式、严守底线，讲好河南故事、黄河
故事，确保形成主流舆论强势。扛稳
政治责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在提升政治能
力、加强组织领导、锤炼干部队伍上
下功夫，不断推动对台工作提质增
效。③4

□本报记者 马涛

“把贫困赶出生活的家园，这就是
民族复兴的开始，实现中华儿女千年
的夙愿……”2月23日上午，伴随着深
空合唱团及外景脱贫攻坚一线工作人
员的深情演唱，全面小康题材重点献
礼故事片《千顷澄碧的时代》首映礼启
动仪式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拉开帷
幕，该影片定档2月26日在全国院线
公映。

首映礼现场，舞台两侧的焦桐
树，紫花盛开、欣欣向荣。台上台下
互动，现场气氛热烈，无论是真情讲
述影片内外的感人故事，还是用心推
介电影、连线兰考直播现场，总能让
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感动，感受到一
股奋进的力量。

“涓滴之水可以汇成江河，民族和
国家往前发展的车轮，有我们每个人
推动的力量。”影片主演李东学、宋佳
伦、苏丽饱含深情演讲《绿我涓滴，会
它千顷澄碧》。“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
碧”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作词《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最后一句，该影片也取题
于此，寓意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战
役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处在这么好的时代，我很感动，
感动于兰考的沧桑巨变，感动于焦书
记的精神永传，感动于中华民族的繁
荣富强。”谈到剧中令自己最触动的
场景时，李东学回忆起了芦书记和范
书记围在焦裕禄纪念像前的那场
戏。抬头凝视纪念像，想着彼时，焦
书记完成了他人生那个阶段的目标，
而当下，芦书记和范书记继承了他的
衣钵，完成了现在这个阶段的目标。

“就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干劲，我觉得
这是焦裕禄精神给我的力量。”

黄河岸边，绿意盎然，美景如画。
连线兰考直播现场，感受东坝头镇坝
头村群众的幸福生活、黄河九曲十八
弯最后一道弯的壮美，观看短视频《今
天的兰考》……现场嘉宾被黄河的美
景、兰考的新貌深深吸引。

曾经的兰考，深受盐碱、风沙、内
涝“三害”的困扰，“一年辛苦半年糠，
扶老携幼去逃荒”，焦裕禄带领人民

群众战天斗地，奋斗到生命最后一
刻。如今的兰考，完成了向总书记作
出的“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郑重承
诺，城乡巨变，换了新颜，成为脱贫奔
小康的生动见证。

策划这部影片的初衷是什么？
当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时，影片总策
划赵德润不假思索地回答：“一是‘焦
裕禄精神’永不过时，二是弘扬‘焦裕
禄精神’要与时俱进。希望通过影片
向全世界讲好从‘精神高地’到‘经济
高地’的‘兰考实践’，讲好脱贫攻坚
的‘中国故事’。”

“我不再是以前的小我，因为我
参与了这片土地和贫穷的决战。”在
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的海报中，芦
靖生眼神坚定，望向远方。朝阳下，
沿黄河而行的兰考民众肩扛农具，正
奔向决战贫穷的幸福前方。

有梦想，就有方向，就能播种希
望。首映礼上，伴随着童声合唱《追思
焦裕禄》，现场嘉宾收到了一份特殊礼
物——来自兰考的焦桐树根。“树根
虽小，力量无穷；扎根泥土，定能长成
参天大树，变成‘千顷澄碧’，像咱家乡
的焦桐一样。”作为河南老乡，演员苏
丽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很庆幸，我
们处在了这个美好的时代，我也会为
这个新时代贡献最好的自己。”③4

全省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
首映礼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最好的我们，
在这最好的时代

——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首映礼启动仪式侧记

青年演员曹骏：

想为伟大时代
做事情

徐场村的春风

站在兰考望北京

码上更精彩

2月 23日，在宁陵县张弓镇尖庙村羊肚菌种植示范基地大棚里，合作社
的菇农正在采收成熟的羊肚菌。该基地种植羊肚菌 78亩，亩产 400多公斤
鲜菇，年收益达300多万元，带动50余户农户致富。⑨6 闫占廷 李金 摄

《千顷澄碧的
时代》首映礼启动
仪式现场 本报记
者 蔡迅翔 摄

本报讯（记者 冯芸）2 月 23日，
第四届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
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张顺海等 50
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郑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等 19个“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获表彰。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出席
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戴柏华宣读省
委、省政府表彰奖励决定。3位获奖
个人、集体代表作发言。

孔昌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
个人、集体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公
务员致以慰问。他指出，进入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
发展，迫切需要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广
大公务员要以先进为榜样，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努力做政治过硬、信念坚定
的表率，做作风过硬、为民服务的表
率，做能力过硬、担当重任的表率，做
责任过硬、忠实履职的表率，做纪律
过硬、清正廉洁的表率。各级党组织
要关心关爱公务员，公务员管理部门
要全面加强公务员分类管理，推动新
时代公务员工作迈上新台阶。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负责同志，各
省直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同志和
受表彰代表在郑州主会场参加会
议。③9

我省表彰“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2月 23日，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到三门峡市调
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相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
坚持规划引领、创新驱动，坚定不移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

周霁一行沿三门峡黄河生态廊
道实地查看了好阳河湿地，并在黄河
入豫观测点听取了三门峡市关于黄
河生态廊道、城乡建设规划情况的汇
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
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中坚持保护优先、
绿色发展，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

复为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科学选
择本地乡土树种草种，因地制宜发展
农业、林业，着力建设生态廊道、致富
廊道、幸福廊道；要坚持规划先行，统
筹产业规划、生态规划、国土空间规
划多规合一，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共赢。

随后，周霁一行又深入宝武铝业、
戴卡轮毂等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把
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把高
端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鼓励引导企
业向创新要效益、从创新中找出路，推
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殷切嘱托，统
筹做好企业污染防治和安全生产工
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③9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