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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协作，多警种协同，敢打

敢拼，打硬仗”是周晓锋的标签。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近年来，周

晓锋先后核查各级涉黑恶线索30

余个，侦破现行命案2起，辗转福

建、广州、湖南、北京等地，打击处理

恶性犯罪及电信诈骗等案件嫌疑人

90余人，抓获网上逃犯13人，其中

命案逃犯嫌疑人1名，成功侦办了

公安部“5·12”专案、“众邦机器人”

传销诈骗案等重大案件，为受损群

众挽回经济损失400多万元。

其中，“众邦机器人”一案牵涉

数百人，面对情绪激动的受害人，

周晓锋和专案组的战友们，一方面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次与受害

群众沟通交流，稳定他们的情绪；

另一方面，认真梳理案情，汇聚各

种有价值的线索，采取“脚板+科

技”的工作方法，稳扎稳打，及时

取证，并围绕审判中心，固定相关

证据。之后，周晓锋和专案组的战

友们辗转平顶山、郑州以及北京等

地，快速抓捕嫌疑人，为群众挽回

了经济损失，维护了社会平安、平

稳。

□张晓丹

她她，，是青瓷的标志是青瓷的标志，，是展示汝州的新名片是展示汝州的新名片。。

她她，，是汝州文化的新地标是汝州文化的新地标，，是汝州人的新骄傲是汝州人的新骄傲。。
她她，，就是汝州青瓷博物馆就是汝州青瓷博物馆。。
自自20202020年年77月以来月以来，，一座汝窑天青釉莲花碗造型的建筑一座汝窑天青釉莲花碗造型的建筑““闯入闯入””抖友镜头抖友镜头，，并在社交媒体和短并在社交媒体和短

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视频平台迅速走红，，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自此自此，，汝州青瓷博物馆新馆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汝州青瓷博物馆新馆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青瓷青瓷，，是中国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是中国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是瓷器的鼻祖是瓷器的鼻祖。。研究发现研究发现，，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原始青瓷，，

在瓷器的发展历史征程中在瓷器的发展历史征程中，，青瓷在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青瓷在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汝州青瓷博物馆创建于汝州青瓷博物馆创建于
20052005年年，，在建成并向公众开放的在建成并向公众开放的1515年里年里，，通过一件件通过一件件（（套套））精品青瓷精品青瓷，，向人们完整讲述了向人们完整讲述了30003000年年
前至今各个时期青瓷雅韵的故事前至今各个时期青瓷雅韵的故事。。

如今如今，，新落成的汝州青瓷博物馆新落成的汝州青瓷博物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瓷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延续青瓷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延续。。

周晓锋

永葆敢打敢拼的刑警本色

乡音袅袅、乡韵悠悠、乡情绵

绵。5月14日上午，在汝州市曲剧

团演播大厅，耄耋之年的曲胡大师

宋喜元、曲剧大师王秀玲把凝结一

生艺术心血和精华的《河南曲剧调

门150首》《王秀玲曲剧艺术选粹》

捐给了家乡的曲剧团、档案馆和图

书馆等部门，然后打开话匣子说出

了一串地道的家乡话。

宋喜元说：“老乡见老乡，话儿

流水长。我是哼着家乡的曲子从圪

料（寄料）镇走出的农家娃……”

王秀玲说：“俺是汝州的儿媳

妇。老汝州的曲子——地道货，汝

州是曲剧的根……”

在这暖心的时刻，我忽然就想

起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

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

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

何处来。”宋喜元、王秀玲虽然少小

离家，但因一生痴情曲剧，每每和故

乡会面，亮相舞台，他们的境况和贺

知章当年大不一样。遂斗胆偷梁换

柱改诗曰：“少小离家岁岁回，乡音

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俱相识，笑

迎大师唱曲来。”

老来倍思乡，年年传佳音。每

年的曲剧节前夕，我总要接到宋喜

元先生的电话，暖心的乡音、幽默的

话语、真挚的感情表达出了他和老

伴要为曲剧节做些实事的初衷。今

年5月18日是曲剧登台第95个年

头，4月下旬，宋喜元先生在电话中

告诉我，他主编的《王秀玲曲剧艺术

选粹》和《河南曲剧调门150首》已

出版发行，并且宋喜元先生特地从

出版社购买100多本，送给家乡的

曲剧团、档案馆和图书馆等部门。

我放下电话，满腔的感动和激

动，思潮翻涌，李白曰：“长江波涛连

天涌，不及汪伦送我情。”我曰：“汝

海波涛连天涌，不及曲剧乡情浓。”

是曲剧把这一对艺术伉俪浓浓的乡

情传递给了家乡，乡亲也把引以为

荣的游子盛名镌刻在心灵的丰碑

上，代代传颂！

汝州有句古老的俚语：“花喜鹊

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还有讥

讽现代某些农家娃忘本丢根的经

典：“有的人红薯屁还没放净，就忘

了家乡和祖宗。”而宋喜元、王秀玲

从艺70多年来，声名显赫，时刻不忘

故土，反哺家乡。

这次捐书活动，二位大师颇费

了一番苦心。原定5月10日回乡，

但因王秀玲感冒输液，加之二位大

师要带上他们的弟子——青年曲胡

演奏家张付中，和当今曲剧舞台第

一旦刘艳丽一同回来，共同观看和

指导汝州市曲剧团演员们的演出，

所以回乡日期推迟到了5月14日。

当天，汝州市曲剧团演出后，刘

艳丽走上舞台，在张付中的伴奏下

手把手地为青年演员传授技艺、演

唱示范，让青年演员受益匪浅。时

过中午，大家兴趣正浓时，宋喜元又

走上高台，指导琴师为家乡剧团伴

奏，王秀玲在台下为曲剧演员一一

点评，二位大师在一招一式中谆谆

教诲，殷殷之情令人感动。

一弓满拉表乡情，曲韵悠扬动曲

城。我坐在台下思绪翩翩：宋喜元从

事曲胡演奏70余年，在《风雪配》《游

乡》《赶脚》《下乡》《秦香莲后传》等

100多部剧目及灌制的唱片、磁带中

均担任曲胡主奏，其演奏以细腻、流

畅而著称，并使音乐强而不噪，弱而

不虚，快而不乱，慢而不散。宋喜元

曾九次进京演出并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接见和合影，他研制成功的“便

携式曲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王秀玲是曲剧大师、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剧代表性传

承人，7岁时主演《蓝桥会》《花庭会》

等戏，9岁时因主演《七仙女》一举成

名。她扮相秀丽、音质甜美、唱腔清

丽柔婉、吐字清晰、声情并茂、表演

内蕴饱满。在70多年的艺术生涯

中，王秀玲主演了《红楼梦》《风雪

配》《花庭会》等许多经典剧目，塑造

了流传至今的舞台形象，形成了曲

剧艺术流派中重要的“王派艺术”。

曾在中南海演出时，王秀玲受到了

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乡音乡韵乡情长。饥肠辘辘的

我在思考：“一对人民艺术家伉俪哪

里仅仅是在捐书传艺，分明是向故

乡、向曲剧，献出了一颗滚烫的赤子

之心！”

（彭忠彦，1961年出生，中国散

文协会、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汝州

市作协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曲

行天下》，中短篇小说集《黄金女》

《窑祭》《天爱》《青精灵》，散文集

《古韵汝州》《乡情似火》及报告文学

集、人物传记等近30部。散文《瓷

乡听瓷》被《散文选刊》选载并获

奖。）

（策划河南日报农村版汝州运
营中心执行彭忠彦/文陈素贞/图）

乡音乡韵乡情长
——曲剧艺术大师宋喜元、王秀玲伉俪故乡行侧记

汝水河畔那一抹青瓷梦

豆腐脑是一道著名的传统特色小吃，是

利用大豆蛋白制成的高营养食品。

制作豆腐脑须先将黄豆浸泡，待黄豆吸

饱水分后再加以打浆、滤渣、煮滚，复降温至

90℃，最后放入凝固剂再静置5~15分钟才

能完成。

小贩为顾客盛豆腐脑时，用扁平的勺子

一片片地铲，水灵灵的豆腐脑先溜到勺子

里，再滑到碗中。盛入碗中的豆腐脑，中间

像小馒头似的突起。最后放入调料——嫩

嫩的榨菜丁、绿油油的香葱香菜等，还有香

油、芝麻、炸黄豆，均匀地撒在豆腐脑上面，

既好看又好吃。老二门街98号牛松根家做

的豆腐脑，味美地道，生意红火。

豆腐脑15

汝州青瓷博物馆馆内设置藏品陈列

展览区、藏品库房区、文物保护技术区、

公众服务区、学术报告厅和办公区，集鉴

赏收藏、陈列展览、学术研究、培训教学、

公众服务于一体，为广大国内外专家、学

者和青瓷爱好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和

场所，同时也具有参观学习、了解历史、

传承文化的综合功能。汝州青瓷博物馆

更将承载起展示文化汝州的重任，对提

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汝州青瓷博物馆馆内精品荟萃，窑

口涵盖广泛，除了汝州青瓷之汝窑、张公

巷窑（北宋官窑）、临汝窑、东沟窑外，还

有国内知名的钧窑、越窑、龙泉窑、景德

镇窑等精品。馆内陈列为研究瓷器的发

展脉络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在全国

青瓷专题博物馆中享有盛誉。

与此同时，汝州青瓷博物馆独具特

色的藏品体系、深入的科研水平、质量优

异的陈列展览、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和

文化传播实践，为争创国家二级博物馆

提供了优质的保障。特别是通过积极开

拓对外文化交流新渠道，以汝瓷为媒，

加强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打造了

文化传播品牌，提高了汝州青瓷博物馆

更深层次的影响力。

自2020年9月开馆以来，汝州青瓷

博物馆先后接待来自美国、法国、意大

利、瑞士、荷兰、韩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

台湾地区的数百位陶瓷学者来访交流。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

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

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中

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沈岳明，中国古陶

瓷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

长李建毛，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上海

博物馆研究馆员陈克伦以及北京故宫博

物院研究员、器物部主任吕成龙等专家

莅临汝州青瓷博物馆考察指导时，均给

予高度评价和肯定。更有北京故宫博物

院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

王莉英多次亲临指导汝州青瓷博物馆陈

展、建设等工作。

汝州青瓷博物馆先后被全国工商联

古玩业商会授予“十大民间博物馆”荣誉称

号，被汝州市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科普教育基地”。经过不断的努力，汝州

青瓷博物馆2020年已成功被评选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以及国家二级博物馆。

数据显示，汝州青瓷博物馆的参观

人次、临时展览和社教活动数量呈逐年

递增态势。根据2020年汝州青瓷博物

馆运营管理指标统计，共组织社教活动

50余场次，接待参观人数12万余人次。

观众日人均逗留时间从1.5小时提升至

近3小时，外地观众占比从30%提升到

69%。观众可通过汝州青瓷博物馆微信

公众号等进行网络实名制预约，免费参

观。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观众入馆参观

须配合防疫检查，全程佩戴口罩，并与其

他观众、讲解员保持1.5米以上距离。

这些体现青瓷历史文化特色的藏品

受到了众多游客的热捧和好评，进一步

扩大了青瓷文化的社会影响，汝州青瓷

博物馆日益发挥出在传播中华文明、彰

显汝州风采、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汝州青瓷博

物馆还有更多的路要走。高品质、精细

化、专业化服务将成为汝州青瓷博物馆

未来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汝行集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汝州青瓷博物馆作为河南省第一座

以收藏和展示青瓷为主的专题性博物

馆，自2017年3月动工建设新馆至2020

年9月全面建成试营业，无论是整体规

划、建筑设计，还是功能配套、环境美化

绿化，严格按照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标准

来规划和实施。

汝州青瓷博物馆新馆东邻城市中央

公园，北靠风穴寺国家森林公园，单体面积

14388.44平方米。汝州青瓷博物馆是装

载艺术品的容器，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其本

身也是一件艺术品，它的外形主要借鉴汝

窑天青釉莲花碗造型，主体由八片花瓣组

合而成，顶部排列冰裂纹窗花，入口处为瓶

形剪影，整体建筑融入中国八卦的哲学思

想，以创新的建筑语言，塑造出了独特的建

筑造型，与博物馆内在的文物语言遥相呼

应，展示出传统文化的意蕴悠长。

汝州青瓷博物馆新馆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戴复东和吴庐生主持设计，两位大

师曾设计毛主席在武汉居住的东湖梅岭

工程、北京中华民族园等许多著名建

筑。戴复东将“设计出有科技内涵、有文

化深度，宜人、动人的美好建筑环境”作

为自己的设计理念，汝州青瓷博物馆的

设计也延续了这种理念。

除了外形设计，馆名“青瓷博物馆”

是由我国知名水墨画大师、台北居人李

奇茂题写。新馆室内设计同样邀请了国

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邢同和参与设计。邢同和曾主持

设计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鲁迅纪念馆、

上海美术馆、上海博物馆等。其中，上海

博物馆获国家最高奖——中国建筑学会

创作奖、上海十大经典建筑金奖。而新馆

室外独特的幕墙设计，则是出自参与编制

中国幕墙行业规范的孙宝莲之手。孙宝

莲设计的幕墙专项有上海金贸大厦、上海

大剧院、上海博物馆和上海科技馆等。

夜幕下，汝州青瓷博物馆外围的水

系，除了营造出清新灵动的感官享受外，

水系中的灯光和顶部冰裂纹窗花上的灯

光共同投射到博物馆浅色的外墙上，呈

现出汝瓷的天青色，使整个博物馆宛如

静谧夜空中的一颗夜明珠，给人以独特

的视觉享受。

汝州青瓷博物馆的外广场以“生态

自然、环保美观”为理念，设计者将个人

对自然、生态、艺术、历史等的独特理解、

独特体验融入其中，打造出和谐美好的

景观环境。博物馆外广场半径108米，

广场下边踏步为4踏，寓意一年四季，广

场上边踏步为两个5踏共10踏，寓意十

全十美。参观者从广场边缓缓拾级而

上，步行108米便可进入博物馆开启愉

悦的参观之旅。

精心设计亮点纷呈

精品荟萃文化传承

人物名片

周晓锋，37岁，本科文

化程度，中共党员，先后荣

获个人嘉奖5次、个人三等

功2次，现任汝州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负责命

案侦破及八类暴力犯罪案

件。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危难之处显身手。

侦办部督案件挽回损失400多万元

人物格言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文/图

远赴新疆抓获潜逃20余年的命案逃犯

在命案侦破、“云剑”追逃、打

击传统“盗抢骗”等工作中，周晓

锋先后侦破现行命案和命案积案

10余起，其中20年以上命案积案

3起，先后打击电信诈骗嫌疑人

50余人，抓获公安部开展的“云

剑”专项行动网上逃犯11人，抓

获“盗抢骗”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84人，用忠诚、担当践行了新时

代刑侦民警敢打必胜、惩恶扬善

的使命，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在负责命案积案攻坚、命案逃

犯追捕中，周晓锋赓续汝州刑侦优

良传统，认真研究1999年故意杀

人案逃犯郭某的社会关系和相关

卷宗材料，虚心向熟悉该案的刑侦

前辈及原办案人员请教，全面了解

案情和逃犯相关信息，利用现代科

技警务手段穷追不舍，最终获悉郭

某在新疆藏匿的信息。在新疆警

方的大力配合下，潜逃20余年的

命案逃犯郭某终于落网，圆了几代

刑侦民警的夙愿。

不忘初心，忠诚履职。在侦办

80岁老人被抢劫、强奸案件中，周

晓锋与刑事技术人员一同仔细勘

查现场、走访群众、摸排线索，及时

固定证据、采集检材，为案件破获

打下了坚实基础。

宋喜元宋喜元、、王秀玲王秀玲（（前右四右五前右四右五））捐书合影捐书合影

汝州青瓷博物馆周鹏彬摄

汝州童谣：

天天起得早，去喝豆腐脑。

喝完上学去，一天精神好。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