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元旦小长假，众多市民与亲朋
好友一起走进我市多家文旅单位体验缤纷多彩的文旅活动，度过
快乐的假期。

走进“童话世界”迎接新年
潮人聚集的飘雪小镇、丰富多彩的花样演艺、精彩大马戏、拥

有多组游乐设施的奇幻盒子、新年狂欢派对……元旦假期，银基
动物王国开启夜场，为游客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不少市民带着
孩子在银基动物王国看动物、体验“童话狂欢节”活动后，又走进
四季恒温的银基冰雪世界，欣赏唯美飘雪秀、杂技表演、镜面舞等
活动。银基冰雪酒店则专门推出高尔夫推杆、踢毽子大赛、飞镖、
驯鹿拉车、萌宠喂养等趣味活动，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郑州方特推出“童话新年夜”活动，并延长营业时间。精心装
饰的童话街道、温暖明亮的橱窗、霓虹点点的树木……仿佛都在
向游客们诉说着冬日的祝福。

假日期间，郑州电影小镇景区推出猫咪主题灯展、迎新蹦迪、
跨年音乐趴等文旅活动，让游客体验“潮玩新年”。

传统文化营造浓浓年味
元旦小长假，嵩山景区推出非遗文化展示等系列活动，嵩山剪

纸、木版年画、泥人刘、烙画、绢花等20多项非遗文化展示唤起游客
美好的童年记忆。该景区每天在少林景区游客中心广场举行非遗
文化展示活动。以“牛”为主题的数百件各类工艺品演绎非遗魅力。

巩义康百万庄园则推出“着古典服装 游百年庄园”活动。不
少游客身穿古装以该庄园大门为背景现场拍照。

多地文旅活动缤纷多彩
假日期间，不少游客来到巩义市探路者嵩顶滑雪度假区体验

速度与激情，参加巩义市第五届嵩顶冰雪文化旅游节活动（如下
图）。相关部门举办的多场滑雪比赛、青少年“助冬奥 上冰雪”活
动、最美嵩顶主题摄影比赛等精彩活动吸引众多游客踊跃参与。

元旦小长假，新郑市体育中心开展迎新年登山比赛。新郑郑
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开展木板拓印、考古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孩子
前来学习考古知识。欧阳修公园则推出欧阳修生平故事讲解活动。

1月 1日~2日，巩义市博物馆举办“变化万千”三彩画填色体
验活动。讲解员为中小学生讲解唐三彩精品文物知识。1月 3
日，新郑黄帝千古情景区面向社会发放 1000份文旅惠民优惠券，
助推全市旅游夜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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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不少喜欢书法、
绘画、雕塑、传拓艺术的市民纷纷带孩子到郑州美术馆瑞达分馆
品味丰盛的文化大餐。正在该馆举办的“大河意象·黄河文化美
学研究”系列活动为市民假日文化生活增添好去处。

据了解，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郑州美术
馆（郑州画院）承办的“大河意象·黄河文化美学研究”系列活动近
日在郑州美术馆瑞达分馆启动。本次系列活动共进行4项精品展
览，展出作品共219件（幅），涵盖书法、油画、国画、雕塑、金石传拓
等艺术门类。其中，《大河新彩——郑州画院艺术家作品展》展出
郑州画院书法家罗鸣、许雄志、毛鸿雁、王三友，画家宋野岩、赵
曼、曹洁、张阳丽8位艺术家的62组书画作品，既有对传统黄河文
化的时代传承，又有新时期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天地中·河之
南——赵曼考古水墨展》展出郑州画院青年画家赵曼的49幅中国
画作品，以写意水墨呈现了黄河文明在上古时期的艺术面貌。《黄
河儿女——崔国琦捐赠雕塑作品展》展出的“黄河儿女”系列30件
作品是崔国琦耗时8年、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获奖作品，这些作品
是中国雕塑艺术家第一次系统全面展现黄河儿女生活的民俗风
情画卷。《黄河故事——全国金石传拓作品邀请展》展出全国优秀
传拓作品 76件，包含多种传拓艺术形式，从不同侧面充分展现了
黄河文化的悠久、博大和灿烂辉煌。此次系列活动还包含 3场关
于黄河文化美学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系列公共教育活动。

据悉，“大河意象·黄河文化美学研究”系列活动将持续至3月
31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康养旅游及体育旅游
示范基地添一批新军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

厅了解到，为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消费产品供给，该厅
近日分别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体育局印发文件，命
名大宋中医药文化养生园等 10个基地为河南省康养
旅游示范基地，命名嵩皇体育小镇等10个基地为河南
省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理念转变以及消费
结构升级，我省康养旅游、体育旅游迎来重大发展机
遇，“旅游+康养”“旅游+体育”产业融合创新已成新常
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成为促进全省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此次命名的 10个河南省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包括
大宋中医药文化养生园、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滑县龙
虎森林公园、圣博健康产业园、汤河温泉度假区、南召
大宝天曼度假区、老界岭风景区、邓州市张仲景展览
馆、鸡公山风景区、汤泉池旅游度假区。

10个河南省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包括嵩皇体育小
镇、中岳嵩顶滑雪度假区、洛阳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
林虑山国际滑翔基地、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温县陈
家沟景区、清丰县极限运动基地、大中原生态汽车旅游
公园、漯河市沙澧河景区、睢县北湖景区。

全国两项拳击比赛
河南斩获1金2银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重竞技运
动管理中心获悉，在日前于海南白沙结束的全国男子
拳击冠军赛及女子备战奥运会拳王赛上，河南拳手共
斩获 1枚金牌、2枚银牌和 2枚铜牌，用优异的表现赢
得多方赞誉。

据了解，为河南省拳击队斩获金牌的是22岁女将
阮木兰，虽然她的身高只有 1.63 米，但是冲击力和攻
击力非常强，她在女子备战奥运会拳王赛57公斤级决
赛中战胜云南选手和桂芬，捧起拳王金腰带。值得一
提的是，阮木兰的出现，也让中国女子拳击在 57公斤
级这个级别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除了夺冠的阮木兰外，韩雪振和郑璐分别斩获全
国男子拳击冠军赛 91公斤级的银牌和女子备战奥运
会拳王赛 75公斤级银牌；另外，赵毅锟和张博雄两位
男拳手，还分获全国男子拳击冠军赛 57公斤级和 69
公斤级的铜牌。

本周冷空气频来袭
气温或创入冬新低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过完了元旦假期，新的一
周开始了。本周，郑州的天气可以用“晴冷”来概
括。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郑州本周四气温甚至降
至-10℃，创下入冬新低。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本周郑州以晴好天气为主，多
冷空气活动。周一下午到周二受弱冷空气影响，偏北
风 3到 4级；周三到周四白天，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偏
北风 4~5级，阵风 6级左右。7日气温较前期下降 6℃
~8℃，最低气温降至-10℃。周末受弱冷空气影响，西
北风 3~4级。周内温度较低，风力较大，请注意防风
与防寒保暖。

郑州本周七天具体天气预报情况为：1月 4日晴天
转多云,下午到夜里东北风 3~4级，-3℃~5℃；1月 5
日多云间晴天，-4℃~3℃；1月6日晴天间多云，偏北风
4~5级，-5℃~5℃；1月7日晴天间多云，-10℃~-2℃；
1月 8日晴天到多云，西北风3~4级，-8℃~2℃；1月 9
日晴天到多云，西北风 3~4级，-4℃~4℃；1月 10日
晴天间多云，西北风4级，-4℃~7℃。

我省10年发现
矿产地269处

新华社郑州1月1日电（记者 孙清清）记者从河南
省自然资源厅获悉，河南自 2010年开展“找矿突破战
略行动”以来，新发现矿产地269处，其中大型147处，
中型70处。省内首次发现锡、稀土、页岩气，填补矿产
空白。铝土矿、锑、钼、钒、岩盐等重要矿产新增查明资
源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

通过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河南已基本掌握
煤、铝、铁等矿产资源面貌，基本查明了全省1500米以
浅煤炭资源状况，累计新增煤炭资源储量457亿吨，其
中新发现通柘大煤田资源量超过 230亿吨，成为全省
最大煤田；基本查明了全省 700米以浅铝土矿资源面
貌，探获铝土矿资源储量超过 10亿吨，进一步巩固了
河南作为全国重要铝工业基地的地位。

金、银、铅锌、钼多金属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
现金矿大中型矿产地 14处，新增金资源储量 350吨；
栾川地区累计探获钼资源储量 392万吨，钨 75万吨；
嵩县—栾川县探获萤石矿资源储量超过2000万吨，助
推氟化工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在淅川县探获多处大型
石墨矿，资源储量超过3000万吨。

高质量推进村高质量推进村（（社区社区）“）“两委两委””换届换届新班子新班子 新作为新作为 新气象新气象

“新支部班子都是高学历的年轻
人，有文化，有能力，有他们带领村子
发展，寺东孙村的未来更有奔头。”
2020年 12月 30日，在航空港实验区
郑港办事处锦绣枣园小区，刚刚从寺
东孙村党支部书记位子上主动让贤
的高永汉说，“我把位置让出来，我的
想法是不仅要把书记职位交给年轻
人，还要把艰苦奋斗、创业发展的精
神传给年轻人，所以我继续留任村支
部委员就是要扶他们一程。”

出 生 于 1964 年 的 高 永 汉 ，从
1991年开始担任寺东孙村党支部书
记。当时的寺东孙村土地贫瘠，农民
种田“望天收”，集体经济几乎为零。
在高永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 29年
时间里，寺东孙村引进知名企业，搬
进安置小区，发展起集体经济，2018
年集体收益达 780多万元，每人每年
可获分配收益 3000多元。村子周边

企业众多，村民不愁没工作干。
因工作成绩突出，高永汉先后被

评为“航空港实验区先进基层工作者”
“航空港实验区优秀共产党员”“航空
港实验区‘一好双强’党支部书记”“郑
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2016年当
选郑州市第十一次党代表。2018年
村“两委”换届选举，高永汉又以高票
当选党支部书记，按照规定，他可以干
满这一届。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2019年航空港实验区举行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高永汉主动让贤，坚
持要把位置让给年轻人。

“时代不同了，航空港实验区在
建国际化都市，寺东孙村靠近新郑机
场、综保区，所以村里今后的发展也
要高标准。”高永汉说，新支部班子
平均年龄 41岁，有 3个是大专生，眼
界宽、活力足，带领寺东孙村能够更
好地完成提升改造，更快地完成和城

市接轨，和国际接轨。
寺东孙村新任党支部书记高宏

锋说，高永汉从书记位子上退下来
后，仍然是支部委员，村里各项工作
都需要他的参与和协助。目前村里
新装修的村民办事大厅、老年活动中
心投入使用，商业用房完成了提升改
造，停车位的重新规划与改造正在进
行，和村民、商户沟通，做村民思想工
作，高永汉依然是主力。

近 30 年来，寺东孙村村庄变社
区、农民变市民、村组干部成为社区
骨干，全村党员群众见证了寺东孙
村的发展变化，见证了航空港都市
的腾飞巨变。时代在变，但高永汉
对党的忠诚，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
命从没改变，不管是主动作为、勇于
奉献，还是主动让贤、甘当绿叶，他
都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

“为了村里发展，我愿意让贤”
郑报全媒体记者 聂春洁 文 徐宗福 图

高宏锋（右二）与高永汉（右三）一起到锦绣枣园小区项目部了解
小区整体提升改造进展情况

专送清洁能源特高压
“青豫直流”工程投运

据新华社郑州电（记者 张浩然）记者从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获悉，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历经 168小时试运行后，于 2020年 12月 30
日 21时 16分正式投运。

据介绍，“青豫直流”工程是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
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最大输送功率800万千瓦，途经
青海、甘肃、陕西、河南4省。

2020年 7月 15日，“青豫直流”工程双极低端系统
先行带电投运，以±400千伏电压等级向中原地区送
电，截至目前已累计输送清洁能源 32.8亿千瓦时。同
年12月 1日，特高压豫南换流变电站完成全部11项调
试，极Ⅱ双换流器不带线路开路试验电压达到 800千
伏，首次实现满电压运行。

据了解，“青豫直流”工程正式投运后，每年将有
4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从青海直送中原，约占河南年
用电量的八分之一，能让河南减少燃煤消耗约1800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960万吨。

美学研究系列
活动亮点纷呈

奉上文旅大餐
尽享欢乐时光

元旦假期，郑州街头艺术表演嘉年华再次
华丽起航。散落在正弘城、大卫城、二砂文创
园等处的郑州街头艺人们用歌声、舞蹈、乐器、
行为艺术等方式，让市民们在 2021年的首个
小长假中感受到街头艺术表演的非凡魅力。

假期街头品味艺术之旅
“以前在上海、成都能看见这样的表演，没

想到郑州也有，郑州现在变化真大，越来越年
轻，越来越时尚了。”在百年德化风情购物公
园，一位外地来郑旅游的女孩说。

据介绍，本次嘉年华优选郑州街头艺人和
原创音乐人，以正弘城、大卫城、百年德化风情
购物公园、二砂文创园为演出点位，每个点位
都有数十组郑州街头艺人现场表演，并特邀月
季仙子不倒翁小姐姐、趣味气球达人与观众现
场互动，人气街舞舞团与网红汉服秀同场飙
戏，搭配质感时尚舞台，强强联袂，为现场观众
开启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艺术之旅。

其中，一个高达3米的巨型孙悟空人偶吸引
了大众的目光。在以往的街头艺术中，模仿钢
铁侠、蜘蛛侠、美国队长等国外漫威英雄的表演
众多，但在街头看到如此巨大的国产动漫形象
的身影，还真是难得一见，看到这个巨大孙悟空
踩着高跷从面前走过，不少市民啧啧称赞。

“从小看着《西游记》长大，孙悟空就是我
们 80后心中崇拜的国产神话英雄代表人物。
我专门找人设计这身服装出来表演，每次穿上
它都觉得特别自豪有力量。”表演者王刚神采
奕奕地说。

艺术表演添彩街头文化
在正弘城1号门外的广场上，两个街头艺

人演出点位交相辉映，一边是埋头作画的人物
素描，一边是嗓音温情的音乐独唱。周边行人
或坐或站，时而拿起手机拍照，时而静静聆听，
他们与这些街头艺人组成了一幅充满文艺气
息的郑州街景。

在过去的一年中，这样的街景郑州每周都
有。从 2019年 9月 1日起，郑州精心挑选、培
育街头艺人队伍，首批在全市设置 30个表演
点位，招募街头艺人160组。他们每周都会坚
持在固定时间、固定位置为市民献上演出。

此外，“郑州街头艺术表演”配合 2020年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 35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含国产电影歌曲演
唱、国产电影舞蹈重现、国产电影配乐演奏等
形式。每场演出都受到郑州市民的支持和参
与。其中 2020年 6月 19日“郑州街头艺术表
演”相约龙湖里直播活动中，更有街舞、架子鼓
和专业乐团的青年弦乐演奏家的演出，提升了
郑州街头艺人队伍的演出品位。

文艺潮流更加时尚
一曲曲动听的音乐，一场场劲爆的街舞，

一幅幅记录真实的画作……如今的郑州街头，
这样的艺术表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它们融
入郑州的城市生活中，使郑州变得更加潮流，

更加时尚。

在过去一年多的街头历练中，众多优秀且

风格各异的人气艺人代表脱颖而出。本次的

嘉年华也是为这些“夜空中最亮的星”们打造

的专属舞台。

来自正弘城的街头艺人黎骆说：“现在郑

州有这样的平台，我非常高兴，希望更多喜爱

街头艺术的人加入我们。”

“一棵冬季长青的绿树，一个行色匆匆的

路人，一朵开在脸上的花，我喜欢用手中的画

笔去记录郑州街头的点点滴滴。”埋头画作的

街头艺人路妍菲边说边画，她笔下的黑色铅

笔走走停停，晕染出一片充满温情的人间烟
火气。

郑州街头艺术未来可期
日暮西下，郑州街头艺术表演嘉年华定格

了一幕幕精彩，如同过去一年中全市开展的
1000余场街头艺术表演一样，激发出郑州的
独特风情，为郑州这座全国文明城市、国际化
都市增添着不一样的色彩。

假期结束了，但街头艺人们的演出并未停
止，郑州的街头文化还会更加出彩。今后，郑
州街头艺术表演将开展更多街头艺人的招募，
挖掘街头艺术表演人才。逐步增加演出点位，
市民将在家门口欣赏到更多、更丰富的街头演
出。

此外，郑州街头艺术表演还将陆续开展品
牌节庆活动，除了给街头艺人搭建展示自我的
平台，还将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街头艺人提供
多元化的发展渠道。

一个更艺术的郑州，正在向我们走来。

新年邂逅街头艺术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丽萍 文 徐宗福 白韬 周甬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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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砂产业园古装秀二砂产业园古装秀

德化步行街广场上德化步行街广场上，，街头艺人与观众互动街头艺人与观众互动

原创音乐人为观众原创音乐人为观众
开启一场艺术之旅开启一场艺术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