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驻马店市练江大道与驿城大道交叉口向西 300米路北 社长：赵庆华 邮编：463000 每份报价 1.50元 办公室 2814032 总编办 2819610 群工通联部 2819620 记者部 2819638 广告部 2819660 发行部 2998687 印刷厂 2819669 广告许可证：驻广字 0003号 报社印刷厂地址：市汝河大道东段

2021年 10月 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晓晶 曹媛媛08 文化·旅游

本报讯 （记者 王晓晶）为进一
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9月 29日，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报告
会。报告会邀请市委党史教育宣讲
团成员、市委党史研究室四级调研
员李铁军为全体党员干部作专题学
习辅导报告。

李铁军以《回顾百年历史 迈
向伟大复兴》为题，从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主
要内容和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
方面，全面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
斗史，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
源及历史实践，同时联系实际讲述
了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对于

今后开展工作的重要意义。此次
报告会主旨鲜明、思路清晰、内容
丰富、资料翔实、系统全面，是一堂
深刻的党史教育课、专业的理论阐
述课，对全体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
和领会“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此次报告会，使该局党员干部
进一步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性和所肩负的时代历史
使命。该局党员干部表示，要继续
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积极响应党
中央的号召，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
奋进道路上担当作为、勇于进取。
要继续在“办实事、开新局”上见成
效，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推动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事业
高质量发展。7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领会讲话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本报讯 （记者 王晓晶）“在河
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省文化和旅游
厅颁发的第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中，我市有 19 项上榜。”9 月 28
日，我市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颁牌仪式在市文化馆
举行。

“今天，在市文化馆举行河南
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颁牌仪式，是我市的一件喜
事，更是我们多年来抢救、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在仪式上
说。

据了解，近年来，在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非遗保护单位严

格遵照“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深入、健
康、持续发展，使驻马店市的非遗
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
我市 19 个项目入选第五批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
对我市非遗保护阶段性成果的肯
定。

“要加大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传
承力度；要完善管理机制，加强人才
队伍培养；要进一步创新活动形式，
扩大参与性，推动非遗和旅游的融
合发展，让古老的文化焕发时代的
光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在仪式结束后说。7

我市举行第五批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颁牌仪式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 宁 通
讯员 刘 帅）9月 27日上午，由确山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 2021
年确山县公共文化服务培训班正式
开班。该县各乡镇和街道办公共文
化服务负责人、各文化站负责人、A
级景区和星级酒店及文化娱乐场所
管理人员等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河南
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全面推动确山县公共文旅服务体系
高质量发展、繁荣群众文艺创作、提
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深入推进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

此次培训为基层文化工作者
提供了一次高质量的学习机会，
将对确山县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争创省级文明县城产生积极
作用。7

确山县

公共文化服务培训班开班

9 月 26 日，第二十四届中国农加工投洽谈会在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

在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驻马店展馆，记者看到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

瓜香包、麦草画、胡琴、毛笔、古法香油等亮相投洽会，吸引了很多客商和市

民前来观赏、咨询、采购。2 见习记者 陈 宁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晓晶）为迎接
国庆节，近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和我市各大景区纷纷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多
样的假日出行选择。

文旅盛宴精彩纷呈。由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演艺中心承
办的“庆国庆·舞台艺术送基层”文
化惠民演出活动于 9月 29 日~10 月
2 日在市区世纪广场举行。市演艺
中心实力献上 8 台经典古装豫剧，
为我市群众带来精彩的戏曲表演。
国庆假期，“幸福天中·美丽家乡”
驻马店市摄影艺术作品展在市文化
馆厅举办，市民可前来观展。10 月
1 日~10 月 7 日，我市城市书房陆续
开展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实践活

动、绘本讲读活动和国庆观影系列
活动。

市博物馆国庆假期正常开放，
将开展“我手绘我心 我为祖国添
色彩”绘画活动，小朋友可以用手
中 的 画 笔 ，表 达 对 祖 国 的 热 爱 之
情。

赏花赏景赏秋色。“嵖岈山稻草
艺术节”9 月 28 日已盛大开幕。稻
草迷宫、草垛乐园、稻草动物园、休
闲帐篷、油画展……让孩子们找回
童年。

皇家驿站景区第四届文化和旅
游节 10 月 1 日盛大开幕。该景区
不仅精心策划了国庆文艺晚会、红
色巡演、百威啤酒节、综艺演出、机
甲互动等活动，还专为少年儿童打

造了真人版提线木偶和人体悬浮等
项目。

金 顶 山 景 区 推 出 多 项 旅 游 福
利。国庆期间名字叫“国庆”的或者
10月 1日当天出生的，都可以凭身份
证免门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党员
凭有效证件免门票。另外，国庆节当
天关注“金顶山风景区”抖音号，赠送

“国庆”字样口罩一个。
老乐山景区 2021 驻马店首届

大型“梦幻 7D 北极光+千年非遗打
铁花”10 月 1 日绚丽绽放，更有购
正价门票赠送 50 元代金券、购正价
门票送松鼠森林大门票、入园即送
发光手环/国旗等福利。

亲子游趣味多多。如果你想体
验乡村风情，寻觅田园野趣，就来

蓝天·芝麻小镇体验。这里的粉黛
乱子草花开得如梦似幻，分分钟炸
裂你的少女心，大片大片的粉色美
到极致，花海仿佛仙境。蓝天·芝
麻小镇的 50 亩紫色马鞭草花也迎
来了盛放期，浪漫至极、美轮美奂，
绝对是给孩子拍照的绝佳圣地。

国庆节期间，三秋醋博园景区
举行恐龙文化节系列主题活动，20
多种大型“恐龙”让你仿佛置身侏
罗纪时代。免费摸鱼、百万海洋球
馆、彩虹滑道等都是孩子最喜爱的
项目，特色美食、游乐场、网红桥、
梦幻灯光展……精彩程度远超你的
想象。园区还为游客准备了歌舞表
演 ，各 种 惊 险 刺 激 的 大 型 游 乐 设
施，是举家出游的好去处。7

听大戏 看展览 赏美景 品美食

国庆七天乐 大美天中任你游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 宁）9 月

28日，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七次
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我市民协主席
谭咏利当选河南省民协副主席。

多年来，我市积极围绕民间文化
之乡建设，叫响了盘古拜祖大典、嫘祖
拜祖大典、重阳文化节等全国知名文
化品牌；做好了民间文化研究和整理
工作；参与了龙马精神发源地、盘古文
化、梁祝文化、女娲文化、驿站文化、重
阳文化、冶铁铸剑文化、车舆文化、根
亲文化、古县文化等天中文化的研究
和传承；承担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的国家级文化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河南·驻马店分卷》故事卷和传说
卷的编纂工作；出版了《骥跃天中》《中
国盘古圣地文集》《中国梁祝之乡文
集》《思齐太任》《周姓发源地平舆》《河
南西平·中国嫘祖文化之乡文集》等民
间文艺类书籍。

这些工作的开展得到了河南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和河南省文联的高度评价，尤
其是谭咏利当选为协会副主席，更是河南
省文联、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对我市民间文
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必将更好地推动我
市民间文艺事业发展。7

我市民协主席谭咏利当选河南省
民协副主席

“庆国庆·舞台艺术送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启动

9 月 29 日，“庆国庆·舞台艺术送基层”
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市区世纪广场启动。
来自市演艺中心的演员精心准备了大型经典
古装豫剧《三娘教子》，为群众带来一场戏曲
盛宴。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主办、市演艺中心承办，演出安排为 9 月
29日 9时《三娘教子》、14时 30分《穆桂英挂
帅》，9月 30日 9时《赵匡胤下河东》、14时 30
分《哑女告状》，10月 1日 9时《五世请缨》、14
时 30分《白兔记》，10月 2日 9时《情断状元
楼》、14时 30分《泪痕情缘》。7

见习记者 陈 宁 摄

为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
的浓厚氛围，展示党领导下新时代河南的新实践、新作为、新形象，9
月 29日下午，“群星耀中原 舞动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河南省第五届艺术广场舞展演活动在河南省艺术中心西广
场举行。我市文化馆组织舞蹈队参加了活动。

“头枕着嵖岈山，脚蹬着淮河滩，怀抱着京广线那个铁琵琶呀，弹
奏着地和天……”伴随着《驻马店人的歌》音乐响起，队员们动作整齐
划一，以昂扬的姿态展示了驻马店人团结奋进、锐意进取、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河南省文化馆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开展网络直播。另外，全国多个省级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艺
术活动中心）的数字馆平台也参与了直播联动。7

群星耀中原
舞动新时代

记者 王晓晶 文/图

①①

②②

图① 我市广场舞代表队进行展演。

图② 我 市 原 创 舞 蹈《驻 马 店 人 的

歌》。2

青年演员倾情演唱。2 演出现场。2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文物局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关于切实做好国庆

假期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精神，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日

前，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国庆假期安全形势，组织开展了节前安全教育及安全

大检查活动。图为该所工作人员在平舆县考古工地开展安全检查。2

记者 王晓晶 通讯员 张 伟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 宁 通讯
员 申娟娟）为进一步强化文化市场
经营单位执法监管，按照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关于集中开展全省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闪电 3号”行动的通知》
文件精神，9月 27日至 29日，市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市区开展
了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闪电3号”
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查处娱乐场所违
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播放的曲目和
屏幕画面是否含有违禁歌曲等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3

个执法大队按照片区，对辖区内娱乐
场所逐一进行排查，共检查娱乐场所
28 家次，出动人员 104 人次、车辆
100台次，均未发现违规经营行为。

国庆假期，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将继续加大文化市场的检
查力度，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头
看”，对存在违规经营的单位坚决查
处，确保“闪电 3 号”行动取得扎实
成效。7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开展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
“闪电3号”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