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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首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公布， 全国共有 320
个村庄榜上有名。 其
中，我省有 10 个乡村
入选， 西峡县太平镇
东坪村是我市唯一入
选的乡村。 东坪村何
以能跻身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名单? 记者
进行了打探了解。

水兵、祖克慰、李雪峰创作座谈会成功召开

让南阳文学扎根文化沃土

越调现代戏《春暖花开时》

塑造干部感人形象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近日，社旗县越调

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在唐州大剧院演出新编越
调扶贫现代戏《春暖花开时》。

该剧通过共产党员、 潘河湾第一书记何
一舟为了扶贫，不顾小家，带领乡亲挖穷根，
摘穷帽，开展产业项目，脱贫致富，走向小康
的感人故事， 歌颂了以何一舟为代表的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尚情怀。 特别
是他让有创业能力的新乡贤舍弃优厚待遇，
毅然还乡； 使瘫痪多年的致富能手重新站起
来的精彩演绎， 生动地塑造了新时期扶贫攻
坚干部的感人形象。

演出现场座无虚席，悠扬的旋律，激情的
唱腔让唐河县人民饱足了眼福， 观众掌声不
断。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先生在台下感动得热
泪盈眶，连连叫好。

据悉，该剧被评为 2019 年中原文化大舞
台优秀剧目。 近期该剧还在方城县进行了展
演，即将走进南阳市区等地，欢迎各界人士前
来观看指导。 ⑦2

讲拳法 谈修为

太极名师南阳授拳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时喆）8

月 10 日，由《少林与太极》杂志、河南省陈氏
太极拳协会共同发起的“微太极”名师讲堂启
动活动在南阳举行。 国家一级裁判、 武术九
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氏太极拳第十
九世传承人朱天才作了主题为“运动与养生”
的讲座，并现场教授太极拳。 300 多名太极拳
爱好者参加活动。

“微太极”是《少林与太极》杂志社在“互
联网+”时代打造的一个简单、实用、易学的太
极拳学习平台，与太极拳大师联手，将太极拳
知识点细化，从易到难，由浅入深，对太极拳
功夫加以解析， 旨在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太
极拳锻炼之中。

朱天才 10 岁开始学习太极拳，拜陈氏第
十八代太极拳宗师陈照丕为师。其悟性过人，
勤学苦练， 深得师父厚爱， 在师父精心培养
下，全面继承、发扬了陈氏太极拳的精髓。 朱
天才在海内外传拳数十年， 积累了丰富的教
学经验，总结了独到的教学方法。 活动现场，
他提出“太极是道、拳是术”的观点，结合“练
和养”为太极拳爱好者详细介绍，他深入浅出
地讲述了自己习练太极拳的心得体会，“想要
练好拳，先练好圆”，结合太极拳的“大圆化小
圆”的习练逻辑，带领拳友练拳。

活动最后，在朱天才的带领下，太极拳爱
好者一起练习缠丝功。大家纷纷表示，无论是
强身健体的方法，还是为人处世的理念，此次
活动都让自己受益颇多。 ⑦2

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西峡县东坪村

人在画中走 画在心中留
□本报记者 王渊博 特约记者 封德 文/图

一幅宜居宜游文明新村新画卷
东坪村位于国家 5A

级景区老界岭东大门，331
省际旅游公路贯穿全境，是
老界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旅游接待的前沿地带，2009
年被确定为河南省农游一
体“百村万户”富民工程重

点村。 该村总面积 2.6 万
亩，其中以栎类为主的生态
林和以山茱萸中药材为主
的经济林等林地面积达 2.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95%以
上，气候偏寒，是享誉省内
外的避暑、休闲、度假胜地。

走进西峡县太平镇东
坪村，映入眼帘的是粉墙黛
瓦的徽派民居、木雕楼门的
农家宾馆、百花盛开的休闲
游园、 宽敞明净的沥青大
道。群众健身场地、娱乐场、
停车场、公共厕所、接待站、

党群服务中心等一应俱全，
村域内农舍别墅点缀、农家
风味独特， 人在画中走、画
在心中留，一派世外桃源风
光。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
文明新村新画卷展现在世
人面前。

一站式山水度假农家体验胜地
近年来， 东坪村采取

“政府引导、群众参与、以奖
代补、倾斜扶持”的措施，帮
助指导群众充分利用毗邻
景区、 生态良好的优势，大
力发展以“观老界岭景、吃
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

乐”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建
设。 东坪村现有 70余家农
家宾馆、30 余家民宿，还有
文化广场和游园等较为完
善的旅游配套设施，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游客到东坪村
休闲度假。

全村农家宾馆和
精品民宿取当地特色
农产品为食材， 形成
独具太平镇特色的

“界岭乡土美食”。 村内现有
以界岭野蜂蜜、 界岭山野
菜、界岭玉米糁等为主的特
色旅游购物门店 20 余家。
如今，东坪村是河南省农游
一体“百村万户富民工程”
重点村，2015年被评为全国
乡村旅游模范村和河南省
最美村庄。2018年 9月被评
为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东坪村以“体验式精

品民宿”为定位进行开发，
强调在乡村肌理保护基础
上，引进国际先进的“农庄
度假”理念，营造具有农耕
文化的传统生活氛围，打
造适应现代人避暑休闲度
假的“桃花源”。 来吧，春赏
茱萸花开，夏观万亩杜鹃，
秋可体验采摘， 东坪村以
开放的姿态，美丽的容颜，
欢迎大家的到来。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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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东）
8 月 13 日， 由市文联、市
作协、 南阳文学院主办的
水兵、祖克慰、李雪峰创作
座谈会在南阳宾馆召开。
会上，薛继先、孙晓磊、宋
云奇等 20 余名作家、学者
围绕三位作家的作品展开
了广泛热烈的研讨。

座谈会上，作家、学者
从不同角度对水兵、 祖克
慰、 李雪峰作品作了深刻
的剖析。 宋云奇分别对三
位作家的写作特点作出点
评：水兵的作品出手不凡，
没有枯燥地罗列历史事
件， 而是融会贯通相关历
史资料， 以宏大叙事的手
法， 将历史书写得自然生
动， 表现出深厚的文学底
蕴； 祖克慰对故土、 对动

物、 对自然有种天生的喜
爱，在他的笔下，很多动物
被赋予人的情感， 很多过
去的美好得以重现， 自然
界的万物也有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也有自己的江
湖和世界； 李雪峰的创作
植根于西峡文化的丰厚土
壤， 就像庄稼一样紧紧扎
根于脚下的土地， 但也不
缺乏开阔和丰富的想象，
书写了世俗众生欢乐忧
愁，家乡故里的山川人物，
让人如返故里，如饮陈酿。
三位作家为南阳文学艺术
界树立了榜样， 起到了激
发后进的作用。

水兵从“散文风骨今
何在”以及“楚风汉韵值
几个钱 ” 等方面， 多角
度、深层次和大家进行了

交流。 他说，南阳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西掩秦岭
而通关陕，北依伏牛而控
汝洛 ， 东接淮泗而连瓯
越， 南蔽江汉而握荆襄，
自古为交通枢纽和军事
要地， 文明源远流长，文
化积淀丰厚，南阳文化与
文学究竟该如何融合，这
是当下文学者应当思考
的新课题、新方向。 祖克
慰、李雪峰分别分享了自
己在写作上的经历和心
得，并表示，这次座谈会
带给他们一种信心和力
量， 将会虚心接受作家、
学者的批评，听取宝贵的
意见，在今后的日子里创
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与会作家、 学者分别
讲述了他们从三位作家身

上汲取的经验， 表示其散
文继承了南阳文化精神，
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
然之美、生活之实，每篇文
章都是作者灵魂深处的折
射。大家认为，三位作家潜
心学习、笔耕不辍，不断地
进行文学创作， 努力攀登
文学高峰， 也体现出对文
学的热爱与执着， 令人感
动。 其作品思想性与可读
性兼顾，立足于南阳本土，
在其中融合了深厚的南阳
文化， 不仅有力地宣传了
我市文化旅游， 并对我市
作家如何进一步抓住重大
现实题材、 深挖本土文化
资源，抓好重点作品创作、
打造精品力作、 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十分重
要的启示。 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