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背后探变化之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省外出务工

人员超过1800万人。外出务工人员顺利就业，

可以稳定我省就业基本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人力支撑，同

时也将成为我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探寻巨大数字背后的秘密，有政府服务工作方法之变，也有务工

人员素质之变，更有务工人员给家乡发展带来的新变化。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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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22个“全国爱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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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本报记者 杨凌

3 月 2 日上午，春日的阳光正
好。穿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游客
中心大门，面前豁然开朗，百亩麦田
的油绿扑面而来。土地、故乡、亲情，
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你在
麦田的田埂上穿行，一些脑海深处的
记忆不断翻滚；焦虑、不安、困惑……
一些现实的烦扰随着脚步在一点点
丢弃，那绿毯似的麦田突然给心灵带
来安宁。你已经在期待，这个“城”将
给人怎样的震撼。

上午 10点，李家村剧场，一场排
练正在进行。时间定格在 1942年的
那场大饥荒，河南的一个普通村庄，
正上演着大地的悲鸣。究竟是怎样
的表演和剧情让人从一个村庄的故
事管窥到中原文化的坚韧力量？你
只有来到了现场，才能真正感悟到。

“从去年 10月份开始，著名导演
王潮歌300多人的团队已经在这里驻
扎了4个多月，30多个大大小小的剧
场里，各种剧目每天都在排练、修改，
再排练、再修改……”建业文旅品牌总
监张红超介绍，幻城拥有全国最多的
剧场群落，3座大剧场、10座微剧场、
20多个情景戏剧空间，每天演出可达
125场，有900多名专业演员参与。

作为建业集团联袂王潮歌打造
的全景式全沉浸戏剧主题公园，《只

有河南》讲述的是中原大地上关于
“土地、粮食、传承”的故事。“这是建
业为‘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做出的真真切切的实
际行动。”建业营销中心总经理李梦
竹告诉记者。

谈起《只有河南》的创作初衷，王
潮歌认为，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
地，河南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讲，河南
太需要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把藏于
地下、封于书中或列于展厅的骄傲展
现给中原、给中国、给世界，《只有河

南》便是这份使命的最新践行。
“我们希望以敬畏之心，以当代

精神，努力书写一部黄河边的‘史
记’，麦浪上的‘离骚’。”王潮歌说，在
一个虚拟席卷一切领域的时代，戏剧
的存在提醒大家真实体验的必要。

“《只有河南》就是要通过你肉眼可见
的真实，通过一悲一喜的情感震撼，
让那些沉淀下来的中原文化全景展
现，给你带来冲击心灵的情感共鸣。”

在百亩麦田之后，360米长的黄
色夯土墙十分壮观，既像来自远古，

又似来自未来。当夜幕降临，这面墙
上将幻化出《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
图》的灯光大秀，古老与科技的碰撞，
把悠远的历史投影到当下。坐在百
亩麦田一侧的观众席上，你会被眼前
的场景所震撼。

再跟随记者的脚步，穿过高大夯
土墙隐藏的大门走进幻城，只见各个
建筑芳容初现，整个项目已经进入收
尾阶段。“麦子”“黄土”这两个最具河
南意象的符号，在这里得到充分展
现。移步换景，一步十载，56个迷宫
般的格子院落，一座地坑院，潜藏着
5000年中华文明史，呈现出厚重河南
18个地市的民俗风物。

从夏商开始直到此时此刻，从农
业文明直到绘画音乐诗词歌赋，麦田，
夯土墙，地坑院，迷幻，史诗，穿越，人
心……她的美和魅力，只有你来到了
现场才能真正体验。《只有河南》将以
戏剧这种最古老、最现代的艺术形式，
以幻城建筑这种全新的载体，向人们
讲述一个动人的河南故事。

“到4月底，这些收尾工作就可全
部完成，整个景区将与游客见面。”张
红超告诉记者，“正如王潮歌导演所
说，我们相信不会令大家失望，《只有
河南》可能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一
个形容词，但它终会是从剧场里走出
来的每个人从内心发出的感叹词
——‘只有河南’！”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3 月 3日，
记者从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获悉，《2020 年河南省营
商环境评价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印发，2020 年我省要在原
有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的基础上，
首次统一对所有县（市、区）及国家
级功能区开展评价，着力营造“全域
化”营商环境。

据介绍，我省是全国率先开展
营商环境评价的省份之一，遵循“以
评促改、以评促优、以评促建”的原
则，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独立
评价，重点考核政府服务意识和工
作效率，并面向社会发布 2018 年
度、2019 年度营商环境评价结果，
努力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河南的新
标识、区域竞争的新优势。

《方案》指出，2020年全省营商

环境评价工作，重点针对市级、县级
评价主体。市级评价对象包括 17
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县级评价对
象包括全省 53个市辖区，104个县
级区划（包括 21 个县级市、83 个
县），以及 22个国家级自贸试验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等功能区。评价成果纳入市县
政府和职能部门绩效考核强化运
用 ，全 面 实 施“ 三 挂 钩 ”奖 惩 政
策。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2019年
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2020年
在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增加相应指
标，争取 2021年 7月底前完成全省
评价工作。评价结果经省委省政府
审定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
开。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3 月 3 日是第 22 个“全国爱耳
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人人享有
听力健康”。

根据最新统计，我国听力障碍
人数居各类残疾人数的首位，达到
2780 万人，其中 0—6 岁儿童超过
80万人。

先天性耳聋大多与遗传因素相
关，因此务必重视婚前检查、孕期检
查及新生儿听力筛查。

同时，孕期要尽量避免感染感
冒病毒、疱疹病毒、风疹病毒等，还
要避免接触X射线、熬夜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慢慢开始
“变聋”了。习惯性掏耳朵、经常熬
夜加班、长期佩戴耳机、频繁出入
KTV 等娱乐场所……这些情况都
会对听力造成损伤。

“现在，耳机几乎成了生活必需
品，特别是在地铁、公交车等人多嘈
杂的噪声环境下，戴耳机会不自觉
地将耳机音量调大，这样对听力的
损伤会更大。”河南省人民医院耳鼻
喉科主任医师刘军建议，“耳机控”
每天佩戴耳机时间不超过 2小时，
每次佩戴时间控制在 30分钟以内，
噪声环境下最好不要戴耳机看视
频、听音乐。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3月 3日是
第 22个“全国爱耳日”。3月 2日，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我省不断加
大听障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全省现
有注册的省市县听力语言康复机构
76家，每年承担3000余名听障儿童
的康复训练。

据统计，全省每年新增听障儿童
2000多例，目前全省共有0—14周岁
听障儿童4万多名。“0—6岁是听力语
言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的最佳时期，
越早发现、干预和康复，越能更好地回
归社会。”河南省康复教育研究中心听
力语言康复科负责人劳成蕾介绍，听

障儿童经过1年到1年半的康复训练，
可以到普通幼儿园跟班学习。

2017年起我省启动实施 0—14
周岁困难家庭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救
助工程，并将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植
入术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范
围，建立起“发现一例、救助一例、康
复一例”的长效机制。全省贫困家
庭的听障儿童不仅可以免费安装人
工耳蜗，还能享受免费的 1年术后
康复训练。

“十三五”期间，全省共有 5000
多名听障儿童得到有效康复，入普
小普幼率达76%以上。③5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扫码看全文

我省首次开展“全域化”
营商环境评价

每天佩戴耳机不宜超2小时

我省每年3000余名听障儿童
接受康复训练

在黄河之滨，见证戏剧力量
——河南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现场探访

3 月 3日，平顶山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成群的红嘴鸥在湖面上嬉戏，呈现一幅美丽的和谐画面。
近年来，平顶山市以生态恢复为重点，推进实施碧水工程行动计划，对全市地表水和地下水环境进行全
方位治理，保障了白龟山水库、昭平台水库、石漫滩水库等水质100%达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到此
栖息。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政府推荐了工作，春节后坐包车
返厂，遇到麻烦事儿还能到‘务工之家’
寻求帮助。”3月 3日，远在江苏昆山打
工的河南老乡樊卓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这两年外出打工，漂泊感少了，底气更
足了。

从“漂泊感”到“底气足”的感受之
变，主要来自我省人社部门服务的不断
升级：从当好“红娘”把老乡送出去，到
当好“娘家人”常驻老乡集中打工地，近
年来我省服务外出务工人员也是蛮拼
的。

政府牵“红线”
把打工者“送出去”

“企业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力支
撑，‘打工人’需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就
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政府要在省际人力资源合作
中探索新路子，搭舞台、牵红线，让企业
与人才实现精准对接。去年以来，省政
府与农民工输入较多的浙江、广东、江

苏、北京、上海等5省市建立省际劳务协
作对接机制，制订与重点省市开展劳务
对接工作方案。

去年 9月，省人社厅与北京市人社
局签订了京豫家政服务劳务合作协议，
北京市家政服务企业将根据市场需求，
为我省家政服务劳务培训基地精准投
放岗位。去年11月，“豫见苏州”省际人
力资源合作活动举行，省人社厅与苏州
市人社局签署了劳务合作协议，开启了
政府搭台、人力资源企业运营、大数据
牵线、服务个性化的“新路子”。

今年新春伊始，全省各地“春风行
动”火热进行。“在‘家门口’就能挑工
作，我已经与舟山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
签了协议。”3月 3日，在濮阳市与浙江
舟山联合举办的“春风”送岗活动中，来
自濮阳市范县的小伙子志强告诉记者，

他准备到舟山学几年技术，再返回家乡
当个技术带头人。

河南是人力资源大省，这些年来，
为有效服务劳务人员与企业精准对接，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老乡不愁找工作，
企业不愁用工荒。

开设办事处
政府服务“跟过去”

“务工人员能走出去，还要能留得下、
安下心才能干劲足。”省人社厅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如今全省各地服务外出务
工人员有了“升级版”，我省多地政府部门
在外出务工集中地设置了“办事处”。

2020年 9月，平顶山叶县在江苏昆
山设立了叶县驻昆山转移就业服务中
心，当地叶县老乡亲切地称之为“务工

之家”。“我们的老乡聚集到哪里，政府
就要把服务送到哪里。”叶县县长徐延
杰告诉记者，中心的工作人员与当地政
府做好对接，当好 3万多名叶县在昆山
打工者的“服务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

“半年解决不了的赔付，‘务工之
家’用了3天就给咱办妥了。”这几天，叶
县老乡樊卓逢老乡就夸“务工之家”。
去年8月，他在当地电子厂伤了中指，虽
然鉴定为工伤十级伤残，但是厂里不愿
赔付。2月 20日，他找到“务工之家”，
在工作人员谷丹丹的帮助下，在周市镇
劳保所填了申请，3天后厂里赔付的 7
万块钱就打到卡里了。“以后在外打工
也更有底气了。”樊卓说。

谷丹丹告诉记者，为了做好桥梁，
更好服务叶县在昆山务工的老乡，叶县
政府与昆山市政府签订了“跨省通办”
协议。“今后老乡办理社保缴纳、子女入
学、户口迁移等 60项业务，都不用来回
跑。”谷丹丹说，老乡安心工作就行，政
府来“跑腿”。

从“送出去”到“跟过去”，政府不断
创新服务新模式，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在
他乡安居乐业，既有效促进我省就业大
盘稳定，也为兄弟省份发展提供了有效
人力资源动力。③5

蓝天碧水蓝天碧水
鸟儿啼鸣鸟儿啼鸣

从“送出去”到“跟过去”
我省创新服务，当好外出务工人员“娘家人”

黄河之水，九曲回肠，西来
东去，浩浩汤汤。猗欤吾校，壬
子肇基，北望大河，侧身汴梁。
续千年之文脉，揽嵩岳之苍茫；
接贡院之逸绪，承文化之悠长；
寓士人之雄心，托父老之厚望；
振中原于困厄，致民族于富强。

弹指一挥，百年又十，猗欤吾
校，饱经沧桑。预校发轫，鸿猷初
张。擎民主之大纛，奉科学为典
常。启民智于暗昧，朝乾夕惕；发
豫州之先声，当仁不让。延人才于
海内，揽名师于西洋；送学子赴欧
美，谋国运以永昌。

日寇犯我，国土沦丧，猗欤吾
校，背井离乡。辗转山河，生死已
置度外；负笈播火，唯我国仇难
忘。敌前办学，风雨共一堂；维护
文化，绝境创辉煌。升格国立，凌
云之志终得展；抗战胜利，青春作
伴好还乡。

与家国共命运，名屡变而初
志不挠；随时局而俯仰，心如磐育
国之栋梁。折枝而成林，是为大
爱；小我成大我，可谓情长。

再造名校，情之所钟；黾勉同
心，共谱华章。焚膏以继晷，踵前
贤而自励；跻身双一流，扬风帆再

起航。接续奋斗，一校三区绽芳
华；屡获国奖，科研突破显力量。
中国特色，步履铿锵；世界一流，
心之所向；中原风格，素履以往。

猗欤吾校，饱经沧桑。为天地
立心，甘负重以前行；为生民立命，
崇道义而担当。为往圣继绝学，知
大任之所在；为万世开太平，愈奋
发而图强。

猗欤吾校，源远流长。其校
训也，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其精
神也，百折不挠，不息自强；其校
风也，团结勤奋，严谨朴实；其追
求也，民主是式，科学允张；其境
界也，兼容并包，前瞻开放。

猗欤吾校，若铁塔之巍然挺
拔；猗欤吾校，若黄河之澎湃汪
洋。

维公元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
五日，时值河南大学建校一百一
十周年，铁塔行云，迎五湖之校友
荣归；金菊映霞，待四海之高朋共
赏。一觞一咏，叙吾辈之夙愿；歌
以明志，祝吾校永无疆！

专此布达，敬祈周知！

河南大学
2021年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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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效果图 建业文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