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定博”、赏国宝、长知识……这
是贾雷给跟他一起回定州老家的妻儿
准备的“惊喜”。

“太有气势了!”10 月 5 日 10 时许，
贾雷一家人被定州博物馆典雅恢宏的
造型惊艳了。这座建筑以中山国文化为
依据，层层叠叠的飞檐斗拱尽现大汉王
朝的恢宏气势。

拾级而上，在定州博物馆的入口
处，来此参观的游客已经自觉排起了长
队。排队进入展厅，首先进入的是汉家
陵阕展厅。柔和的灯光下，独立展柜中
的汉玉瑰宝——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
分外显眼。“这块玉璧可真大。你看！上
面还有两条‘小龙’，它们是在保护谷穗
吗？”游客中不时传来赞叹声。

“这两条‘小龙’一条是龙，一条是
螭。这块玉璧是国宝级文物，它是从东
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通高30.5厘
米，厚约1.1厘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
大最完整的玉璧。”定州博物馆专职讲
解员孙芳说，“这是古人祭祀用的礼器，

旨在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原来
光知道定州有贡院、开元寺塔等历史建
筑，真没想到定州博物馆里居然藏着这
么多宝贝！”穿梭在如织的人流里，不时
能听到游客的赞叹。

“这个铜镜上的花纹真好看，要是
能拿在手里仔细看看就好了。”在尘外
千年展厅，一位游客被一件名叫鸾鸟纹
铜镜的展品吸引住了。“用这个看吧。”
正在展厅巡视的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
玲边说，边指导她利用展柜旁的360度
全角度赏析屏幕，近距离、全角度地观
赏文物上的各种细节。

“现在定州博物馆已经成为游览定
州的‘打卡胜地’，近三年来每年接待游
客超过 20 万人次。今年 10 月 1 日至 3
日，我们的日接待量接近2000人次。”齐
增玲说，定州博物馆是全国馆藏文物数
量最多、历史文化价值最高的县级博物
馆，他们将发挥文物资源优势，传承好、
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优质文化
资源成为定州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

秋雨淅沥挡不住人们观看杂技的
热情。国庆假期期间，吴桥县各种杂技
演出精彩纷呈，人们在观赏各种传统文
化演出中享受假日快乐。

春有河畔百花烂漫，夏有游船穿梭
游览，秋有万亩高粱尽染，冬有冰雪嬉
戏画卷。10月3日，走进吴桥江湖大剧
院，掌声不断，喝彩如潮，大型杂技秀

《运河·印象》正在上演。
以“运河四季、杂技之美”为脉

络，用杂技元素串联运河公园、吴桥
码头、良店水驿、万亩高粱园等场景，

《运河·印象》以杂技的极限之美展现
了“多彩运河、杂技之都”的魅力。

“为深入挖掘杂技文化和运河文
化，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我们对《吊
环》《飞车》等一批曾在国内外重大赛事
斩获金银大奖的节目进行整合创新，推
出了大型杂技秀《运河·印象》。”吴桥杂
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平
介绍，同时，全新包装了吴桥杂技大世
界江湖文化城，国术团、彭家班、吹破天
等精彩演绎江湖文化。

漫步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
中，身着古装巡街、挑担叫卖的人在城

内穿梭，再现了清末民初的江湖街景。
精彩的猴戏、驯鼠，震撼的硬气功，欢快
的唢呐吹奏和各式各样的杂耍、戏法，
杂技小院、彭家班的惊险绝活，诙谐幽
默的江湖卖口，体现了当年老北京天
桥、天津三不管、上海大世界、南京夫子
庙等民俗文化集散地的特色表演和民
间文化景观，展现了杂技之乡古老的民
间文化风采。

不仅如此，融合了运河文化与杂技
文化的运河人家美食街，与杂技奇观宫、
魔术迷幻宫和江湖大剧院浑然一体，是
集中展示吴桥地方名吃和各地特色美食
的新平台；以杂技为主题的高科技体验
项目球幕影院以感官体验为核心，融合
高科技手段、时尚元素、未来主题、沉浸
艺术、互动体验等表现手段，让游客实现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第六感（意
识）的整体体验。两个文旅项目已成为

“多彩运河、杂技之都”的新地标。
“今天，我们不仅观看了杂技秀，还

在江湖文化城看到了原汁原味的传统
杂技，带孩子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每个节目都太精彩了，真是不虚
此行。”游客张霞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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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自豪了，胡服骑射、完璧归赵、
邯郸学步……原来我的家乡这么牛，
当之无愧的‘中国成语典故之都’。”10
月1 日上午，邯郸市博物馆成语典故
文化展内，来自邯山区绿化路小学的
陈宇达自豪地说。通过“沉浸式”的参
观，书本里的成语典故，在他眼中“活”
了起来，浓厚的文化气息沁人心脾。

邯郸市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
馆，也是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河北省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观摩点之一。国庆假
期，这里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单日
2000名的参观名额，几乎场场爆满。

二楼临时展区的《走进邯郸成语
典故之都》，是省旅发大会的特别展。
邯郸成语典故的来源、成语里的人文
与景观、成语里的文物与智慧、领袖引
用的邯郸成语、成语研究与宣传等 5
个单元，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了邯郸独
特的1584条成语。

“也是通过孩子的参与，我才知道
于安思危、奉公守法，这些成语竟出自
邯郸！”一位在游戏中成功“闯关”的家
长刘子娟说，参观活动不仅让孩子开
阔眼界、增长知识，也让自己对家乡多
了一份了解和热爱。

而常设展《甘丹风华——邯郸历
史文化陈列》更成为外地游客了解邯
郸的窗口。

“战国青铜马，1997年出土于邯郸
市赵王陵二号陵。经专家考证，这组青

铜马比汉代有名的‘马踏飞燕’早400年左右。它们背后还有一段
曲折离奇的故事……”引领着来自各地的游客，邯郸市博物馆讲
解员张丽莎将镇馆之宝之一战国青铜马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真是一场穿越之旅！邯郸不愧是冀南大地上的璀璨明
珠，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听着讲解，来自河南安阳的王艳杰
不由感叹。

太极瓷人、青铜胡服骑射、磁州窑台灯……走进文创产品展
示区，琳琅满目的“邯郸元素”文创产品更让游客们爱不释手。该
展区面积1500平方米，展示文创产品1031件（套），包括献礼100
周年红色系列、邯郸主题系列、文博衍生品系列、胡服骑射万马
奔腾系列，和邯郸各县市区的非遗传承、民俗文化等内容。

邯郸市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马率磊介绍，为让更多
青少年了解国旗知识，国庆节期间，该馆还举办了“从1949走
来，致敬‘旗’迹”主题活动，为广大青少年讲述有关五星红旗
的知识。

截至 10 月 5 日上午，邯郸市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 8800
余人。

万名干部下沉一线解难题办实事

（上接第一版）截至目前，该县县委主要
领导共收到民情信息 66 件，已办理 61
件。“灵活多样的‘民意直通车’，收集的
是 民 声 ，化 解 的 是 民 忧 ，收 获 的 是 民
心！”一名老干部通过短信给县委领导
点赞。

一家一户的急事、难事要及时解决，
涉及全县百姓的愁事、难事更要上心。青

龙是板栗种植大县，板栗品质优良，但由
于市场没有打开，始终卖不上好价钱，栗
农反映强烈。为此，该县强力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模式改革，实行“三级书记抓
电商”，目前已建成面积2200平方米的县
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1 个，市级周转仓 1
个，县级仓储物流配送中心1个，村级物流
快递网点198个，形成市县乡村四级电商

物流配送体系。
“有了电商服务站方便多了，而且快

递费实现了3公斤超低价3.5元起，5公斤
以内11元起，比过去便宜了不少。”平方子
乡辉硕农场总经理高辉说。更让栗农高
兴的是，9月5日那天，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张德龙通过直播带货，两分钟内销售
了市值90万元的板栗。

针对群众改善教学环境、提升教学质
量的呼声，青龙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及时提
出“三级书记抓教育”，并发起成立了教育
基金会。不到两个月时间，基金会就收到
县内外爱心人士捐款1000余万元。如今，
该县正沿着“一年开新局，三年有突破，五
年新跨越”的总体目标，努力向教育强县
的目标迈进。

（上接第一版）
狠抓关键帮万企，纾企业之难解发展

之困。邢台市对各项优惠政策进行全面
梳理，推动税费减免、金融支持、贷款贴
息、用工补贴等支持政策的落地落实。创
新设立“月审核”“双提醒”“名册库”等服
务制度，利用税费大数据监测对各项优惠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提醒。严格执行
减免税优惠“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
料留存备查”的规定，确保政策红利直达
市场主体，留抵退税平均办结用时缩减到
国务院要求时间的一半。宁晋县行政审
批局开通上线“24小时不打烊自助服务大
厅”，实现审批事项网上可办率100%。信
都区由“叫企业来参会”变“派小分队到企
业进行一对一帮扶”，88名领导干部分头

带队进企业蹲点调研，帮助解决了一系列
问题难题。

用心用情解万难，打通“堵点”纾解
“痛点”。邢台市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
最具体的工作抓起，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抓好省20项民
生工程和市20件民生实事，市主要领导每
月对存在问题进行调度，省20项民生工程
已有17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省活动办截
至8月25日的进展情况通报显示，该市在
可量化比较的19个单项指标排名中有16
个指标排在全省第一或并列第一；市人社
局推进业务“打包办”“简便办”“提速办”，

窗口服务效能同比提高40%，群众满意率
达99.8%以上，“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团队入
选全省“我为群众办实事”最美人物；市住
建局在全省率先推出“房屋交易便民服务
点自助导航服务”，上线的“房屋交易+水电
气暖”一次性打包过户系统深受群众
欢迎。

强化保障抓落实，确保问题解决率。
日前，邢台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办的大型电视问政栏目《民声问
政》以“访万家帮万企解万难”活动为主
题，组织4个县（市、区）的政府主要领导现
场接受问政，现场曝光问题，追踪整改落

实。据了解，该市将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市
委大党建考核的重要抓手和依据，每半月
在全市大党建重点工作推进例会上选取
最优秀和最落后单位或县（市、区），分别
作典型发言和表态发言，激先敦后。市
委、市政府督查室联合有关部门，每月督
导推动，引入独立第三方监督，紧盯“走访
真实性、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度”进行
考核。

目前，“访万家帮万企解万难”活动已
进入解决帮扶攻坚阶段。以这项活动为
契机，全市上下比学赶超，争当大抓落实
的“务实行动派”、雷厉风行的“高效办事
员”、动真碰硬的“难题解决者”，以干部的
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企业的发
展指数。

（上接第一版）何以如此？与那些
“好好先生”讲情面、徇私情、求和
气，以庸俗的关系替代秉公办事的
放任不无关系。在这种“好好先生”
思想深处，只见私心，不见公心；只
见俗气，不见正气。所以，他们宁伤
原则，也不伤感情；宁可贻误党的
事业，也不当得罪人的“恶人”。

“好好先生”的面目很“可亲”，
却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好人主义回
避问题、掩盖矛盾，放弃原则、取消
批评，必然纵容助长错误思想和庸
俗行为，最终削减党的生命力和战
斗力。“好好先生”及其所奉行的好
人主义，好的是个人的私利，于同志
和党的事业而言，却是彻底的“不负
责先生”、危害极大的“恶人主义”。

历史经验证明，我们面临的形
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越
需要以积极的思想斗争保持党的
战斗力，进而赢得更大的胜利。当
前，我省正处于历史性窗口期和战
略性机遇期，处于爬坡过坎、逆水
行舟的关键期。面对更加艰巨繁重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员干部要

更加自觉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旗帜鲜明反对好人主义，
坚决不做“好好先生”。

“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
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
重要标准。”是党员干部就要有党
员干部的样子，在原则问题上决不
能含糊、决不能退让。不但在大是
大非面前要讲原则，在小事小节中
也要讲原则。省委书记王东峰多次
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提出“四问”，
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回答好“担
当之问”，勇于发扬斗争精神。全省
党员干部要把答好“担当之问”作
为反对好人主义的具体路径，不当
老好人、不怕得罪人，勇于动真碰
硬，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
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总书记“共产党
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的
要求。

公而无私，勇而无惧。摒弃只
为一己之私的好人主义、自觉与

“好好先生”划清界限，我们才能更
好激发担当精神，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面貌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

铿锵的锣鼓声从滦州古城东门外
响起，两队秧歌演员踏着鼓点鱼贯而
出。他们把大花彩扇舞成一条流动的
丝带，一会儿排成“龙摆尾”，一会儿犹
如“梅花盛开”，一会儿好像“老虎扬
尾”……国庆假期期间，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滦州地秧歌
的表演吸引许多群众，有的围观者甚
至跟着秧歌队一起“操练”了起来。

“地秧歌是我们滦州的特色民间
舞蹈，脚步多变动感十足，身段端庄灵
巧张弛有度。今天来演出，我们希望把
这种民间舞蹈给游客朋友们秀一下，
让非遗文化为国庆增添喜气。”古城秧
歌队队长高秀荣说，近年来，每逢周末
或者节假日，他们积极去各地演出，努
力唤醒大家对非遗文化的美好感知。

国庆期间，滦州市举办了多种文
化活动丰富游客和百姓假日生活。除
滦州地秧歌演出外，当地还在滦河文
化产业园区内举办了以“十一游小
镇 中华欢乐多”为主题的传统文化
展演，古典器乐表演、抛绣球选亲、契
丹祈福大典等古典表演纷纷亮相，彰
显民族特色，传承传统文化，为游客奉
上了一场红火、热烈、喜庆的视觉
盛宴。

“ 民 女 我 听 说 天 津 有 个 杨 青
天……公正廉明铁面无私，胜似包公
那三口铡！”国庆期间，滦州皮影馆里，
情景剧《再现杨三姐》精彩上演，女主
人公杨三姐铮铮铁骨的形象博得观众阵阵叫好。该剧改编自
评剧创始人成兆才的代表作《杨三姐告状》，反映了滦州人民
不畏强权、为求正义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

优秀剧目是一部文艺教科书，通过观看，让年轻观众对中
华民族的奋斗史有了更具象的认知。“以前在学校学到的这段
历史故事大多是文字和影像资料，我们很难和人物产生‘共
情’。此次观剧，不仅让我们深入了解了清末民初的历史，也激
励我们大学生为了理想信念不懈奋斗。”来自天津的大学生游
客王佳佳在看完表演表示。

“祖国浩瀚的戏曲剧目库里，之所以有这么多颂扬抗争的
内容，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拼搏奋斗史提供了丰富的母题。”滦
州古城旅游部总监、情景剧负责人王薛伟介绍说，下一步，将
继续做好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吸引更多年轻人热爱和发
扬中国传统文化。

“这七天里，我们还邀请了很多网红和主播，请他们将高
质量的文化活动以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展示给网友朋友们，
为大家感受‘魅力滦州’与传统文化架起一座网络‘云桥’。”滦
州古城策划部主管李玥介绍说。

10 月 6 日早上，秦皇岛市下起了
小雨，街道上略显冷清，但在秦皇岛
龙玺美术馆内却是人头攒动，这里
举办的“雅正气象——当代中国画学
术邀请展”点燃了喜爱艺术的市民
的热情，人们冒雨到此欣赏当代国
画名家的作品，享受多姿多彩的文
化假期。

据了解，此次展览主题为“雅正气
象”，共展出了徐里、任惠中、贾广健等
9位享誉画坛名家的120余幅作品，作
品涉及革命历史、民族风情、山川自然、
时代风貌等题材，展现中国画写意精
神，呈现了当代中国画坛中年名家、中
坚力量的艺术境界。

记者在现场看到，120余幅作品主
题、画风各异，有的骏马奔腾气势磅礴，
有的小桥流水静谧安详，有的线条粗犷
写意十足，有的精雕细琢栩栩如生。参
观的市民们纷纷拿出手机、相机在自己
喜欢的作品前拍照留念，遇到自己钟爱
的作品更是在画前驻足详观，品味作品
的每一处细节。

“我是今天早上才了解到这里有画
展，赶紧带着孙女打车过来了。”市民李
志华从小就喜欢画画，虽未曾经有过专

业绘画学习，但闲暇之余她总是喜欢四
处参观画展，“秦皇岛相比大城市画展
少，所以这次有机会在家门口看见这么
多名家作品，我很兴奋。”李志华说，退
休后她迷上了在石头上画画，此次来画
展就是来找找灵感，同时记录下她觉得
能模仿的作品，回家翻画在石头上。同
时，她还希望能通过带孙女参观，让孩
子也能爱上中国画，为国画传承播下希
望的种子。

和李志华一样，市民李斌也是一位
画画爱好者。“我最喜欢黑白水墨画，看
似整幅画颜色单一，但中国画的水墨
画，就是用单色解读了有色世界，这其
中蕴含的技巧最令人回味。”在李斌看
来，颜色的单一反而是这种画最大的优
势，用笔法展示微风拂过树梢动态，用
明暗变化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人们不
再被多彩的颜料束缚，更能体会到作品
本身的精彩。

“我们举办此次邀请展，主题定为
‘雅正气象’，意思是承续中华文化的文
人笔墨传统，同时力求‘笔墨当随时
代’，守正创新，构建新时代中国画的新
气象、新格局。”秦皇岛龙玺美术馆副馆
长沙云怀说。

博物馆里欣赏文物之美
——在定州博物馆

河北日报记者 徐 华

家门口观看名家画展
——在秦皇岛龙玺美术馆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师 源

杂技秀点燃假日激情
——在沧州市吴桥县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

◀10 月 6 日，秦皇岛举行“雅
正气象——当代中国画学术邀请
展”，参观者在自己钟爱的作品前
拍照留念。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摄

▶10月1日晚，滦州地秧歌展

演在滦州古城精彩上演。
河北日报通讯员 钱学琛摄

▼大型杂技秀《运河·印

象》演出现场。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摄

◀国庆假日期间，邯郸市博
物馆举办了“从1949走来，致敬

‘旗’迹”主题活动，为青少年讲
述国旗知识。

河北日报记者 陈 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