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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原陶瓷

新秀、新安县“公益之星”、优秀

志愿服务者。参加工作后，从事

硅酸盐类原材料化验，工作之

余，他跑遍新安的山山水水，对

蕴藏“绀紫土”的矿山，都会取样

化验，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数据。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与准备，于

2014年创立汉关紫砂工作室。

通过多年的努力，建起了完整的

河南紫砂产业链，从采矿到练

泥、制壶、烧成等，都亲力亲为、

一丝不苟，现在的新安紫砂，以

“单品能成壶，清水可练泥”而著

称于紫砂界。

省陶瓷工艺师。自幼随父

学习陶瓷的制作烧成工艺，

1996 年成立禹州市神垕镇金

利瓷厂，踏上炻瓷出口创业之

路。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钧

瓷，2006 年创立钧辉坊，时刻

想着如何传承和发扬钧瓷的窑

变之美，始终坚持把传统技术

与现代技术融为一体，沿承手

拉坯、炭烧等传统制作方法，在

传统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作品多次获得大奖及被博物馆

收藏。积极参加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表现突出，获神垕

镇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

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

一级陶瓷技师、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河南之星”最佳

设计师，2011 年被河南省美

协授予“河南省优秀青年美

术家”，郑州大学美术学院研

究 生 导 师 。 在 建 筑 艺 术 陶

瓷、壁画领域成绩显著，得到

河 南 省 工 艺 美 术 学 会 的 肯

定 。 2022 年 ，作 品《犀 牛

NO.1》被 河 南 大 学 收 藏 ；

2012 年，作品《福娃》被河南

省美术馆收藏 ；2013 年，作

品《少林系列》获中国工艺美

术百花奖金奖等。

省石雕艺术大师、40年改

革开放新锐人物。作品《二十四

孝砚》获得中国炎黄文化砚文化

联 合 会 砚 雕 艺 术 创 新 奖 。

2015~2018年，其作品在北、上、

广、深及香港、澳门等地展出，受

到广泛关注。2016年，作品被

世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第五代

掌门人史蒂文先生收藏。2017

年，作品被香港特区政府作为香

港回归20周年庆典礼品。2017

年，为云南边远支教工作捐献拍

卖作品30万元。2018年，在新

郑拜祖大典中，为学生捐砚台

100方。

省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从事

陶瓷行业 20余年。2009年，攻

克了陶瓷难题——面渣；2013

年，调节急冷风量，突破隧道窑

急冷最低温度，使晶体在釉面冷

却时不易析出，根治析晶，蒙釉

缺陷，并减少了窑具破损；2015

年，引进新型反应烧结碳化硅窑

具，降低了燃料成本；2016 年，

推出风气联动装置，合理掌控升

温曲线；2018 年，计算隧道窑，

窑尾余热，合理调节冬夏车间温

度差异，使车间环境更加舒适并

降低了燃料成本。2013~2018

年，多次爱心捐款。

先后参与吉尔吉斯斯坦上

合峰会等重大国际交流活动及

仰韶文化国际大研学和 1921彩

陶艺术馆等两大工程。制作了

仰韶百年庆典大会及全国第五

届 中 医 药 大 会 会 议 纪 念 品 。

2022 年 9 月，为河南大学建校

110 周年制作了 110 件庆典纪

念品。2011 年，设立了王新军

慈善助学专项基金。被授予

“三门峡市十大慈善人物”，获

得市“五一”劳动奖章、渑池县

“第六届最美仰韶人”及河南省

中原陶瓷文化产业十大创新人

物等称号。

新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太行柴瓷”传承人。经过30

多年的文化挖掘、研发和试验，

烧制了辉县古窑群系列产品，为

重现“辉县窑”的历史文化，邀请

专家，组建了“太行柴瓷”集团架

构。作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

瑰宝，于 2017年把子龙鼎仿烧

成瓷器，被业内称为“瓷铜器”，

成为新乡地区太行柴瓷的一张

代表性名片。2019年 4月与辉

县市文明办等共同组建的太行

柴瓷文明公益基金正式运营。

其作品多次参加中原文博会，并

获得金奖和银奖。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永安）“为让四方游客在冰雪里激情

‘动’起来，在温泉里欢乐‘泡’起来，

体验独具特色的年味，县里推出大力

度惠民政策，向全国游客让利 2000

万元，以文旅消费券的形式在各景区

官方抖音平台发售。”1月 8日，鲁山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许辉介绍。

据悉，鲁山县近期将举办以“回

鲁山过大年”为主题的温泉滑雪登高

祈福贺新春大惠民活动。本次活动

依托鲁山县尧山滑雪乐园、天龙池滑

雪世界、尧山福泉、尧山景区、墨子文

化旅游区、阿婆寨景区、想马河景区

七个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围绕春

节、元宵节、情人节、寒假“三节一

假”，整合冰雪、温泉、庙会、特色餐

饮、商场、演艺、娱乐等各类文化旅游

资源，推出冬游、冬俗、冬购、冬赏、冬

学、冬娱等系列活动，促进冬季“冷资

源”发挥“热效应”，提升“老家河南·
康养鲁山”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许辉介绍，第一轮抢票时间为

2023年 1月 9日至 19日，其间，投放

“滑雪+温泉”“滑雪+尧山”“温泉+尧

山”等7种联票和单票供游客每天限

量抢购。在抖音平台，搜话题#回鲁

山过大年，或者搜云上尧山、尧山福

泉、尧山滑雪乐园、天龙池滑雪世界

的官方抖音端口可以抢票。

1月11日，尉氏县文联、县文
广旅局等单位文艺志愿者在尉氏县
两湖办事处枣朱村义务开展“迎新
年 写春联 送春福 送温暖”志愿活
动。春节临近，尉氏县组织党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队员和书画
志愿者深入乡村，为群众现场开展
写春联、送温暖活动，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送到群众中去。李新义 摄

1月11日，渑池县洪阳镇邀请张村镇、果园乡110余名党员干部，到该镇
北沟村实地观摩“五星”支部创建成果。2022年以来，该镇以创建“五星”支部
为载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思路，高位统筹、广泛动员、挂图作战，以党建作
“笔”、创“星”为“墨”，奋力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杨远高 樊雨晨 古俊锋 摄

本报讯 1 月 10日，栾川县潭头

镇汤营村，洛阳新博雅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膏药成型机高速运

转，工人们正在挑拣、装袋……

“员工都来自本村，大部分是留

守妇女，出不了远门，公司落户后不

但解决了她们就业，月收入 3000多

元，还不影响照顾老人和孩子。”该公

司负责人谢文争说。

在乡村运营中，汤营村结合土地

面积大、灌溉方便、温泉资源丰富等

优势资源，先后发展了中药材种植、

大棚蔬菜、电商销售等产业。2022年

7月，又通过“三清两建”盘活了村闲

置小学。

村闲置小学被改造成车间和办

公用房，投资100万元引进膏药、植物

营养液和鱼饲料三条生产线。膏药生

产半自动化，日产膏药6万盒；植物营

养液和鱼饲料生产全自动化，机器安

装已到位，2023年3月可投入生产。

据了解，该公司投产以来，吸纳

汤营村50余名群众就业。

（许金安 刘鹏程 朱晓杰）

引领基层治理
创建“五星”支部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晓冲 付荣）“我们将‘五星’支部30项

创建标准分解为79项具体任务，制作创建‘作战图’，每完成一项就在图上

点亮相对应的灯牌，经过一年的努力，现已全部点亮。”1月10日，南乐县谷

金楼镇谷金楼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国亮向前来参观学习的组织

部门、党员干部介绍该村的“五星”支部创建经验。

据了解，争星晋级激活“创建链”是南乐县把创建“五星”支部作为党组

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的核心内容，聚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对乡镇创建情况实行分类排队，各乡镇根据村情村

况不同，对工作基础好的村，着力重点突破、精准提升，推动争星晋级；对工作

基础薄弱的村，着力查短补弱、加压推动。

“群众有啥家长里短的事，都好来矛盾调处室说说，邻里之间话一说开还

是亲如一家……”西邵乡四坡村矛盾调处室调解员袁现亭说道。

南乐县实施多网合一打通“治理链”。该县将党员联户、干部包片、支部会

商机制融入网格化管理，健全县乡村三级贯通、统一指挥调度“多网合一”的网格

化管理体系，全力打造“五星”支部创建智慧平台，对基层治理中发现的问题快速

处理、限期解决，有效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动态推进创建任务落实。

“从种子、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镇里这个产业党委给种植户帮了大忙了，光

这一两个月俺这80多亩胡萝卜售卖挣的钱就比在外打工小半年的收入还多。”元

村镇古寺郎村村民崔可藏眼神里有藏不住的喜悦。

党建引领补强“产业链”。该县坚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依托张果屯镇西

红柿产业、西邵乡果蔬产业、元村镇古寺郎胡萝卜产业、福堪镇果蔬产业，成立4家

产业发展党委，发挥党组织在人才、政策、资金等资源集聚上的优势，建立农户“绑

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龙头企业的“双绑”机制，实现组织联建、资源联享、基地联

营、品牌联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截至目前，该县村级集体经

济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有282个，占比达88%。

“我们把开展‘五星’支部创建、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为强基固本的重要举措，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基层组织全面加强、全

面过硬。”南乐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说道。

心事暖
鲁山县
让利2000万元
促节日旅游市场升温

消费券在各景区官
方抖音平台发售，第一轮
抢票时间为1月9日至
19日

我姥姥家在信阳市罗山县尤店

乡的一个村子里，村子北边有一座小

型水库。水库建于 20世纪 50年代，

因为罗山县城又叫宝城，南有龙山相

拥，北有龟山相护，而龙龟乃水中神

物，素有神龙见首不见尾、龟者神寿

之说，故而得名为龟山水库。

小学时，每逢暑假，我便会去姥

姥家长住。清晨，姥爷骑电动车带我

去镇上赶集，经过水库时，湖面总能

与朝阳碰面，美好的一天由此开启。

赶集回来，水库边便开始热闹起来，

家家户户端着早饭，坐在湖边唠着家

常。饭后，姥姥在湖边洗衣服，我便

在一旁和小伙伴玩沙子。晌午，是一

天中最热的时候，只有水库孤独地享

受阳光的沐浴。下午，是水库边最热

闹的时候，不少小伙伴会在湖里游

泳，我因不通水性，便只敢在湖边玩

耍。傍晚，姥爷总会带我到湿地周围

探索，每次都能收获满满一筐田螺，

运气好的时候还会抓到鱼和小螃蟹，

成为晚上的美味加餐。夜晚，水库恢

复了平静，我伴着嘒嘒的蝉鸣声进入

梦乡，期待着美好的明天。这座水库

就像是姥姥家的后花园，承载着我童

年的快乐回忆。

升入初中后，因学业渐忙，我回姥

姥家的次数渐渐少了，与水库距离上

的联系不再像小时候那么紧密，但我

始终关注着水库的发展和变化。后

来，听姥姥说水库不幸遭受了污染，垃

圾入库、水质变差、环境恶化……再回

姥姥家时，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村子里

的人越来越少 ，曾经的邻居也都搬到

了县城或选择去大城市打拼。曾经

的水库边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而现

在基本上只剩下年迈的老人还坚守

在水库旁……

为改变这一现状，推动乡村振

兴，吸引人才回归，政府也在不断努

力 。2019 年，罗山县提出“以旅游创

新带动产业发展、以美好人居创造幸

福家园”的发展思路，将龟山水库更

名为龟山湖生态公园。

2022年，我初次来到建设中的龟

山湖生态公园，发现不仅水质有了改

善，绿化、基础设施也在持续完善，我

无比期待公园建成后焕然一新的面

貌。

2023年年初，再次回到龟山湖，

映入我眼帘的则是一幅水天一色 、宜

居宜业的乡村美景图。生态带动乡

村振兴，因为生态公园的建成，很多

村民选择了留下来，不少在大城市打

拼的年轻人走上了返乡创业路。在

县政府领导、企业投资建设下，村民

们依托水库资源打造了游船、钓鱼等

娱乐项目；将自己的房屋开发成农家

乐、特色民宿；学习电商新模式，打造

特色农网小店售卖当地特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在罗山县委、县政

府的领导下，尤店乡以“产、村、人”融

合为路径，将龟山湖生态公园打造为

罗山县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以发展民

宿、全域旅游、农网小店等形式，让当

地经济焕发新活力。

随着水库的改变，我的心境也随

之变化。小时候是在水库边玩得很

开心，后来是担心水库的环境问题，

现在则是为家乡的发展感到幸福。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

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身为一名

大学生 ，我也在努力投身、主动融入

家乡建设 ，通过“直播+短视频”的形

式助力乡村振兴，宣传家乡美景 ，借

助电商直播为家乡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也欢迎大家来到龟山湖生态

公园，感受自然之美。

为丰富和满足辖区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营造浓厚的辞旧迎新

节日氛围，1月 10日上午，平顶山市

卫东区委统战部、区知联会组织开展

“迎新春送祝福”义写春联活动。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楹联飘香、

热闹非凡，来自区知联会的赵丰杰、

郭新峰等10位书法家提笔挥毫、饱蘸

浓墨、润圆笔锋，一副副寓意吉祥的

春联、一个个饱含神韵的“福”字在行

云流水间新鲜出炉，浓浓的情意、真

诚的祝福，洋溢于字里行间，呈现在

观众面前，现场领到春联的市民笑逐

颜开。活动从上午8点开始持续至中

午12点结束，书法家们纷纷表示，能

发挥自己所长，为市民做点事再累也

是值得的。

本次活动现场为群众书写春联

福帖600余副，不仅达到了发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也把新春

的美好祝福传递给区广大群众，为春

节增添了喜庆和谐的节日气氛。

据悉，卫东区委统战部每逢春节

组织开展义写春联活动的传统已经

持续了近10年，已成为统一战线服务

群众、温暖群众、提升居民幸福感的

一项特色品牌，得到了市民的广泛称

赞与好评。 （张帅奇）

栾川县汤营村

盘活闲置村小学 引进三条生产线

平顶山市卫东区委统战部

义写春联迎新春 浓墨飘香送祝福

龟山水库变迁记
□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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