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9月 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常 敏 王晓晶 田春华08 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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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元 办公室 2814032 总编办 2819610 群工通联部 2819620 记者部 2819638 广告部 283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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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王晓晶 通讯员 彭
箫静）9月 19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
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办的 2022中国—东
盟博览会旅游展在桂林开幕。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率团参加。驻马店文化
旅游精彩亮相 2022中国—东盟博览会
旅游展。

展会期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
织我市5A级景区嵖岈山和确山县小提
琴协会有关人员积极参展，将驻马店丰
富的旅游资源、特色旅游商品向观众宣
传展示，全方面推介市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精品线路、特色旅游商品和美食，
进一步对外打响“千年古驿站·生态文
明城”文旅品牌，并盛情邀请四方宾客
到我市游玩。

9 月 20 日，在“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河南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上，我市
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业态和精
品路线等方面对文化旅游资源及相关
产品进行了精准推介，同时播放了市文
化旅游宣传片，其中小提琴演奏《梁祝》
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精彩的推介、
专业的小提琴演奏吸引了众多嘉宾和

群众驻足观看。推介会上，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负责人诚邀参会嘉宾前来我
市一睹“千年古驿站·生态文明城”的隽
永风采。

据了解，东盟博览会由中国和东
盟 10国共同主办，旅游展是其框架下
的重要专业展。2022 中国—东盟博
览会旅游展紧紧围绕 RCEP 正式生效
实施和我国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 3.0 建设契机，以“共享 RCEP
新 机 遇 共 建 文 旅 发 展 新 格 局 ”为 主
题，利用展会平台推动服务中国—东

盟“10 + 1”旅 游 合 作 向 服 务 RCEP
“10+5”扩展，为中国和东盟的区域旅
游贸易合作持续注入动力，加速推进
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和广西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建设。展区总面积 2.5 万平
方米，共设置 7个展馆，境外参展国家
和地区近 50 个，国内参展省（区、市）
近 20 个，参展文旅机构、企业有 300
多家，同期还举办高层次主题论坛、买
卖家专业洽谈会，特邀买家旅游资源
考察和主宾国及主题省旅游推介等活
动。⑤2

本报讯 （记者 陈 宁 通讯员
罗 晓）为全面加强排查整治，切实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促进
该县文化艺术类培训市场安全、健
康、有序，近日，平舆县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召开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
构工作会。

会议指出，要对全县文化艺术类
培训机构实际经营情况摸清底数，对
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是
否擅自开展各类艺术类校外培训等情
况进行重点检查；要加强文化艺术类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对文化艺术
类校外培训机构运营、培训内容、从业
人员资质、信息公开公示、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进行排查整治，
保证文化艺术培训市场健康、安全。

会议要求，局行政审批、产业发

展股、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要按照
行政审批、监管、执法等职责分工，通
力协作，切实加强文化艺术类培训机
构的行政监管，强化收费行为和合同
格式条款监管，整治规范培训收费行
为，严肃查处价格欺诈违法行为；要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不听劝阻拒不
整改、继续进行无证无照经营的，坚
决依法依规进行查处；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通过
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分析研判后提出
处置意见，积极稳妥推进文化艺术类
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该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分 4个检查组对全县区域内文化
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摸排，依法
依规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
护好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⑤2

近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新芳用
一个星期制作完成了一件《民族英雄杨靖宇将
军》面塑作品。该作品高 1.06米，造型逼真，生
动塑造了转战于白山黑水，打击侵略者，为民族
解放血洒疆场的抗日英雄形象。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生，确山县李湾村
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
事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
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张新芳说：“英雄的故事
让我感动。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以自己可
以用面塑为英雄制像而自豪，希望面塑作品《民
族英雄杨靖宇将军》让更多人了解他的英雄事
迹，感受气壮山河的爱国情怀。作品展出后，吸
引了很多小朋友前来参观，他们爱听英雄的故
事，对英雄充满敬仰。同时，面塑作品《民族英
雄杨靖宇将军》的创作也得到了市美协、市民协
领导的关注和支持，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杨靖宇的精神会更加深入人心。”⑤2

本报讯 (记者 陈 宁 通讯员
翟华玲)自文化志愿服务开展以来，西
平县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注重
供需对接，持续完善服务供给清单，
不断拓宽服务范围，充分调动文化志
愿服务资源，组织常态化志愿服务活
动，深入乡村、社区，为群众提供更精
准、更丰富的文化志愿服务。

日前，为深入推进文化志愿服务
全面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切实提升文化志愿队伍的综
合素质，该县文化馆组织部分文化志
愿者开展了“用志愿奉献践行价值
观”培训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学习
了怎样成为一名新时代合格的志愿
者和志愿精神、志愿服务理念等，共

有20多名志愿者参与了培训。
9月份以来，为大力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文化志愿服务精
神，该县文化馆组织文化志愿者服务
队开展了以“喜迎二十大”为主题的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满足广大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该县文化馆组织
10多名文化志愿者在核心价值观主
题公园进行大铜器教学和交流活动，
参与培训学员60多人。

系列文化志愿工作的培训、教学
和经验交流，增强了文化志愿服务队
伍的凝聚力，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营造了浓厚的志愿服务氛围。“红
马甲”也成为西平文明、多彩、幸福生
活中的一抹亮丽色彩。⑤2

驻马店文化旅游
亮相2022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平舆县文广旅局

加强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西平县文化馆

文化志愿服务助力基层文化建设

非遗面塑 致敬民族英雄
记者 王晓晶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王晓晶）为鼓励和引导全市广大
中小学生养成在阅读中用文字记录所思、所感、所
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人文素养，9 月 23 日
起，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驻马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市图书馆、市
文化馆、新华书店、天中晚报社、驻马店广播电视台
承办的“不负韶华 强国有我”全市中小学生读书征
文比赛正式启动。

本次读书征文比赛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召
开这条主线，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阅读活动，传
播阅读理念，激发阅读热情，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全面推进“书香天中”建设，营造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

全市普通中小学（小学三年级以上至高中）生均
可参加此次比赛。活动主办单位在征求专家、教师
的意见后，确定了100本优秀图书推荐书目，敬请各
位参赛选手关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中的“微服
务大厅”栏目，查看“不负韶华 强国有我”征文比赛
推荐书目。

参赛学生选择其中任意一本推荐图书扫码阅
读，围绕“不负韶华 强国有我”这一主题，可以写对
某本（部）书或某一篇文章的心得体会，或哪位作家
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结合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成长
经历抒发真情实感，阐发读书对自身成长的意义与
影响。超出推荐书目范围的征文，不参加此次评比。

参赛作品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主题鲜明、中心突
出、行文顺畅，必须为原创、真实、未曾发表过，并保
证不侵犯第三人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
益。严禁抄袭剽窃，一经发现，取消其参赛资格。每
篇作品需为单一作者，不接受联名投稿。参赛征文
文体自选（诗歌除外）。

小学组征文字数600字~1000字，中学生（含初
中组和高中组）征文字数 800字~3000字。所有参
赛作品末尾需注明作者、所在学校和班级、辅导老
师、联系电话等信息。所有参赛者还可选择书中情
节画出插图，作文一旦获奖，配图可作为优秀作品的插图优先选用（插图拍照，以
原图方式插入参赛作文一并发送邮箱）。

9月 23日~9月 27日为本次大赛宣传发动阶段，9月 28日~10月 28日为作
品征集阶段，11月 1日~11月 25日为作品展示评审阶段。参赛选手的投稿作品
须采用电子版Word格式，注明组别（注：参赛作品须附投稿作者本人照片一张
用于网络投票展示)。投稿信箱：zwdjyzk＠163.com。活动承办单位将组织专
家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初选，并通过“驻马店文旅”微信公众号和驻马店新闻网、
驻马店日报微信公众号、今日驻马店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上展示，进行网络投
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活动主办方将邀请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评选结果在
上述新媒体平台进行公布，并择机进行颁奖。

本着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评审采取网上投票和大赛组委会评审委员会专
家组阅评相结合的形式。网上投票结束后，由大赛评委会分别选取小学组、初中
组、高中组网上投票，各组得分前100名的选手作品组织专家组阅评。网上投票
分值占40％，专家组阅评分值占60％，两项合计即为选手最终获得分值。

奖项设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每组设个人
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100
名（注：获奖选手的辅导老师可同时获得同等次辅
导奖证书）。参赛单位设优秀组织奖。优秀获奖作
品将在《驻马店日报》《天中晚报》小记者专刊进行
选择刊发（不再另外支付稿费）。

各县区和全市各中小学校要高度重视，按照征文
活动安排，迅速宣传发动，积极组织学生踊跃参与。

征文咨询电话：18790389969。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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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稻菽千重浪，书画扮靓耿庄
村。9 月 22 日，由市文明办、市文联
主办，市书画研究院、泌阳县文联共同
承办的“喜迎二十大 书画进万家”暨

“我为群众办实事 书画扮靓耿庄村”书
画作品赠送仪式在泌阳县黄山口乡耿
庄村举行。耿庄村的 650户村民分别

收到一份心心念念的礼物——来自我
市69位书画家的精品力作。

据悉，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贯彻落实市委宣传部关于在全市
开展“喜迎二十大 欢乐进万家”十大
群众文化活动和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关于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工作方案的要求，进一步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的磅礴力量，市文联发挥所属市书
画研究院书画家团队优势，结合帮扶
对象耿庄村脱贫摘帽之后建设美丽乡
村的实际需要，组织 69名书画家，历
时6个多月，精心创作了650幅书画作

品，用书画作品让耿庄村靓起来。
此次活动，不仅为耿庄村群众送来

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还将有效推动全市
“书画艺术进乡村、进社区”活动的广泛
持续开展，进而促进全市文艺事业大发
展、大繁荣，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提供
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⑤2

“喜迎二十大 书画进万家”

书画作品赠送仪式在耿庄村举行
记者 王晓晶 文/图

活动现场。⑥5 高雅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⑥5

张新芳精心制作英雄雕塑。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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