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张
晓坤）2 月 4 日 14：00，时长 256 分
钟的 2021 全国“村晚”18省市接力
直播活动开启。作为全国各省“村
晚”中选出 8台示范性“村晚”之一，
登封朝阳沟“村晚”在央视频、国家
文化云和文化“豫”约向全国观众
进行现场直播，全国有 47万余人次
点击观看这台“村晚”。

据了解，“欢乐过大年·迈向新
征程”——我们的小康生活 2021

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由文
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全国公共
文化发展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主办。活动选取河南、天津、
河北、四川、重庆等地作为示范展
示点，集中展示各地“村晚”的精
彩场景。朝阳沟村作为河南省唯
一一个入选参加“村晚”展播的村
庄，在全国“村晚”启动仪式中进
行了展示。

民间文艺《春满朝阳沟》、少林

功夫《中华武魂》、歌曲《小康路上一
起走》、戏曲串烧《别总说那外行话》
《前腿弓》《咱们说说知心话》、乡村
时尚秀《丰收雅韵》、河洛大鼓《嵩山
情》等节目令观众乐在其中。

四个多小时的直播，除了一个
小时的文艺演出，还数次播放登
封文旅宣传片，吸引周边很多村
民前来观看。回乡的年轻人也纷
纷在朋友圈分享家乡“村晚”的精
彩画面。

朝阳沟牛年“村晚”登上央视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武建玲 文/图）
记者昨日获悉，春节临近，市内公园广场
精心组织多场花展，即日起持续至 2月
27日（正月十六），为就地过年的人们提
供春节休闲好去处。

多个公园举办花展
由郑州市园林局主办、碧沙岗公园

承办的“绿满商都 花绘郑州”2021年迎
新春蜡梅梅花展今日开幕，将持续至2月
27 日。花展分柘园和海棠筱苑两个展
区，共展出地栽蜡梅梅花百余株，主题盆
景及插花作品200余件。

除了碧沙岗公园，还有绿荫公园等
多个公园广场举办蜡梅梅花展：绿荫公
园蜡梅文化展共展出十多个品种，500
余株蜡梅；绿城广场双梅展共展出双梅
精品盆景、古桩盆景等 210余盆，并把汉
代陶罐融入自然造景和插花艺术中，展
出商汉代陶器 40余件；文化公园在盆景
展示园展出蜡梅盆景、梅花盆景、桩景
蜡梅和梅花 110 盆；雕塑公园在青少年
活动体验中心展出蜡梅、梅花盆景及多
肉植物 80余盆，双梅清丽淡雅，多肉株
小巧可爱，为市民群众提供一个赏梅
花、观多肉的好去处。紫荆山公园蜡梅
梅花展将于 9日开幕。由于近期气温偏

高，蜡梅和梅花中的红梅已进入盛花

期，目前正是观赏的最佳时机。绿梅和
部分红梅正含苞待放，春节前后观赏更
佳。此外，郑州绿博园梅花正在盛放，
在郑州过年的朋友不妨趁着春节到绿
博园逛一逛。据悉，绿博园在春节期间
将实施“全价门票五折，半价票免费”优
惠活动。

郑州植物园、郑州市动物园也准备
了春节游园大餐。“绿满商都 花绘郑州”
2021 年郑州植物园迎春花展已于元旦
期间在热带植物展览温室开幕，持续至
2 月 27 日。共展示蝴蝶兰、大花蕙兰、
凤梨等年宵花花卉品种 30 多种、2000
余株。

郑州市动物园除了狮子、老虎、猴
子、大象、斑马、长颈鹿、企鹅等 2000 多
只动物之外，近期协助省林业厅救护的
近万只费氏牡丹鹦鹉也在鸟语林安家，
这些颜色鲜艳、爱扎堆、叽叽喳喳叫不停
的鸟，将使春节期间的动物园更加热闹。

12个市属公园广场张灯结彩
今年春节期间，12个市属公园广场园

区主入口及重要节点花团锦簇，立体花坛、
冬日特色花镜、景观小品、特色灯笼、各色
彩灯，营造出春意盎然的浓厚节日气氛。

郑州植物园在入口处、主干道两侧及
盆景园、展览温室门口悬挂灯笼 400个，

在园区主要景点安装 LED 投光灯 118
盏，LED刷漆灯 50盏，灯带 2200米。郑
州市动物园在大门内外、园区主干道、各
馆舍出入口悬挂直径2米灯笼10个、直径
80厘米灯笼8000个以及不少中国结、彩
旗、风车。在外广场设置占地 120 平方
米、高 6米立体花坛“金牛贺岁”，在内广
场设置占地80平方米、高5米花坛“春”，
烘托出节日喜庆祥和的气氛。

碧沙岗公园在拆围透绿沿线首次引
入梅花鹿造型灯，配以蒲公英灯、雪片
灯、五角星灯、月亮灯、流星雨灯等多种
造型灯，成为节日夜景新名片。人民公
园在各大门内广场、中心广场设置多处

景观花坛，摆放生肖牛造型、绿植、草花
等约 7 万盆，还通过悬挂红灯笼，运用
LED灯带、射灯、LED洗墙灯等，装点东
门迎宾山、青年路、西门拆围透绿沿线等
重点部位，使公园呈现出火树银花不夜
天的美丽景观。

五一公园、雕塑公园摆放“年年有
鱼”等仿真植物绿雕6组，以蜡梅、红梅及
上万盆甘蓝、角堇烘托氛围，园内还悬挂
花篮、灯笼营造花境。西流湖公园在南
区湖东广场花坛设置“牛气冲天如意年”
景观，在南区凯旋路绿橄榄景观门设置

“民泰国安”景观，渲染出新年和谐美好
的氛围。

花团锦簇迎新春红红火火年味浓
郑州过年有繁花相迎

送你一份公园广场花展攻略

郑州绿博园梅花盛开

晒年味晒奉献赢千元大奖

职工短视频大赛开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记者昨日获悉，由市

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工商银行郑州分行联合主办的“逐梦
新征程 奋斗郑当时”职工短视频大赛即日起启动。活动时
间截至2021年 6月 18日。

据了解，参赛作品由参赛职工自行上传至抖音短视频
平台，添加抖音话题“#奋斗郑当时”。视频创作内容，主要
以捕捉记录广大职工群众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特殊背景下,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立足岗位加强
学习、提升素质、开拓创新、敬业奉献，同心勠力，奋勇争先，
逐梦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奋斗故事
和动人瞬间。

此次活动也是市总工会 2021年春节期间送温暖慰问
活动及线上系列普惠服务活动之一。活动期间，主办方另
依托抖音平台开展“我在郑州过大年”分主题活动，引导留
郑过年职工关注、记录街头浓浓的年味、家中稳稳的幸福、
岗位默默的奉献。分主题活动需添加“#奋斗郑当时”“#我
在郑州过大年”双话题，视频上传时间截至2月 26日。

为鼓励广大职工积极参赛，活动设一、二、三等奖 480
名和个人参与奖 1000 名，奖品价值分别为 1000 元、500
元、200元、30元。

本报讯（记者 成燕）近日，由
文化和旅游部指导的 2021年“欢
乐春节”全球活动正式启动。该
活动启动仪式上，由郑州一家文
创企业创作的《过年》剪纸动画片
（如图）全新亮相。

该动画片以中国“年”故事为
背景，讲述春节所承载的辞旧迎
新、感恩祝福、团圆和谐、憧憬未
来的文化内涵。

据了解，该片由郑州一家文
创企业创作。短片选用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伏兆娥的剪纸素材，以
创新手段将剪纸与二维动画相结
合，展示了春节丰富多彩的文化
民俗魅力。该片制作了中、英、
法、日等 8个语言版本，把非遗技
艺剪纸和动漫结合在一起，通过
创新表达方式传承和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

声音。
据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过年》剪纸动画片已
被百余家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
文化中心和旅游办事处等机构选
用，通过线上方式与全球观众见
面，与海外观众分享丰富的中国
春节文化精品盛宴，把祥和的节
日氛围、新年的祈福祝愿带到世
界更多的地方。郑州科技馆捧出

春节科技大餐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春节要留在郑州过年的你，不妨来

郑州科技馆逛逛，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科技大餐”。
据了解，科技馆的开馆时间有所调整，2月8日至2月13

日（初二）闭馆；2月14日（初三）至2月21日（初十）开馆，开
放时间为9时至17时。2月22日起，恢复正常开闭馆时间。

需要提醒您的是，疫情防控期间，郑州科技馆将实行限
流措施，展厅瞬时最大承载量 800 人，单日最大承载量
2400人。春节期间，郑州科技馆将实行网上预约参观，观
众可通过“郑州科技馆”微信公众号、“郑州科技馆”小程序
进行预约。每日2个时段，每个账号1个时段最多可预约5
人。另外，参观期间须全程佩戴口罩。

据悉，春节期间，该馆特别策划主题“跟着牛牛过大年”的
春节特别活动：牛牛带你去闯关、科学表演秀、牛牛带你看展
品、牛牛带你学知识、最牛实验、数学牛气一整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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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到新郑调研

确保黄帝故里园区
建设项目今年开工

（上接一版）切实把黄帝文化、黄帝故事展示好，不断提升黄帝故里
园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高品质留住游客，形成黄帝文化旅游
热，为郑州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吴晓君、市政协副主席王万鹏参加调研。

市领导参加指导管城区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上接一版）要汇聚发展合力，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全面践行宗旨
意识、深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
事业心责任感，确保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从严管党治党，
扛稳抓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抓
好各项工作，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各领域、全过程。要抓好整改落
实，会后对照查找出来的问题，主动认领、研究梳理、剖析原因，提
出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周富强还要求，春节临近，要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
细，安全生产问题有条不紊，民生保障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让群众
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市领导到登封调研

把班子建强把思路理清
走好新时代乡村振兴路

（上接一版）杨福平要求，要把乡村振兴作为下一步的重点任
务和抓手，通过县乡村三级换届，把班子建强，把思路理清，走好新
时代乡村振兴路；要通过加强干部培训，进一步提高其发展能力和
发展自信；要通过我市“西美”战略的实施，把产业壮大做强。

“家门口”就有好学校
（上接一版）集团化办学效果怎么样？以锦艺小学为例，2013

年，锦艺小学以互助路小学锦艺校区的“身份”首次启动招生，此
后，借助互助路小学教育集团的不断壮大，通过校区之间骨干教师

“输血”+“造血”，教学质量不断提升。7年间，锦艺小学已从“小
树”成长为“大树”，并裂变为新的“热点校”。

如今，互助路小学教育集团共有互助路小学总校、北校区、锦
艺小学、阳光小学、澜景小学等 10所学校组成，9个成员校中既有
新建校，也有相对薄弱学校，集团各成员校集思广益，共同制定发
展方案，逐步实现了以强带弱、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集团化办学的根本是内涵发展，是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社会效
益最大化的一种有效模式，逐步实现教育的均衡化、优质化、特色
化。”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统计显示，目前中原区已成立伊河路小学、互助路小学等6大
教育集团，涵盖26所学校；二七区已有43所中小学、幼儿园参与名
校托管，组建陇西小学等14个教育集团，9个教育发展共同体；金水
区组建文化路一小、纬五路一小、农科路小学等9个集团化办学“航
空母舰”……优质资源“流动”起来，为教育均衡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创建和培育165所“新优质初中”
火车跑得快，还得车头带。郑州深入推进“新优质初中”创建培

育，探索不同类型学校的发展路径，促进一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逐步
成长转化为特色彰显、质量提升的新型优质学校。2018年起，“新优
质初中”创建和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启动，2020年11月，确定郑州市第
十六初级中学、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郑州外国语中学、郑州市第
四十二中学、郑州第五十一中学、郑州市第四初级中学等95所学校
为郑州市首批“新优质初中”，18所学校为“新优质初中”培育单位。

据介绍，为进一步增加全市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我市未来将持
续“培优”行动，计划到 2022 年，创建和培育“新优质初中”165
所。在此基础上，实施“名校+”工程，将理念先进、管理科学、质量
一流的学校作为“名校”，发展潜力大的学校或新建学校作为“+
校”，组建一批“名校+”教育发展共同体，形成“名校”引领“+校”快
速发展的义务教育新格局。

未来，郑州居民“家门口的好学校”将会更多。

市 纪 委 监 委 召 开
老干部迎新春座谈会

（上接一版）杜新军表示，要始终把老干部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老干部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用心
用情服务好老干部，认真落实好老干部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医
疗待遇，让老干部生活舒心、开心、放心。希望老干部一如既往对
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和纪检监察工作把脉会诊、献计献策，推动新
时代我市纪检监察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后，杜新军还走访慰问了部分离退休干部，为老同志送去新春
祝福和组织温暖，登门拜访听取老同志对市纪委监委工作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