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化人 增添城市独特魅力
步入卧龙区卧龙岗街道汉画社区文化

长廊，一览千古风情：青色的琉璃瓦顶，红
色的实木廊道， 镶嵌白底黑字配彩图的汉
画展板，天象与神话、舞乐百戏、历史故事
等汉画画像， 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汉代的社
会文化和生活状态……这里， 就是一个浓
缩版的汉画馆， 居民在休闲娱乐的同时感
触两汉文化的博大精深。

南阳是一座有着 3000 年悠久历史的
古城，文化底蕴深厚，历史遗存丰富，是楚
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一座城市的文明，不
仅体现在“面子”，更存在于“里子”，植根于
文化。 通过文化创城形成创城文化，群众外
化于行、内化于心，积极参与，成为“创文”
主力军。

南阳还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
土，革命文物、红色资源遍及各县市区。 彭
雪枫纪念馆、 桐柏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文化
教育旅游基地，已成为市民、游客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红色文化在广大民
众中间激发出的拼搏进取精神， 正转化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与此同时， 随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的深化，我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也越来越重视。 各级非遗项目的存
续状况总体良好， 并力争建立起保护传
承、创新发展机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
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 桐柏皮
影、方城石猴、镇平玉雕、宛梆、三弦书等
获得新生……

以文化滋养人，以文化熏陶人。 每逢传
统节日，我市都会举办主题活动，深入挖掘
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精心设计活动项目，丰
富市民文化生活。

“唱响白河”“中原文化大舞台”“戏曲
进校园、进乡村”等文艺活动精彩纷呈，仅
在 2019 年开展规模较大的群众文化活动
就达 4600 余场， 参与群众 500 万人次，累
计投入 5000 万元。

基层文艺小团体、乡村社区文艺能人、
文化志愿者， 集结成 400 支“红色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深入社区街道、贫困村、工
厂、校园等地，为群众开展面对面文化服
务活动 2000 余场， 服务群众达 300 万人
次。 同时，发展各类型群众业余文化团体，
鼓励群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使广大群
众真正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动参与者
和建设者。

文艺创作持续繁荣， 产品供给日益丰
富。 近年来，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各类作品
频频获奖，文化活动遍地开花。 戏剧《丹水
颂》入选河南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长篇小说《红色任务》
和歌曲《大山赤子》入选 2019 年河南省中
原文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项目……

城市之美，在于环境之美、风尚之美、
人文之美，来源于文明的温度、道德的厚度
和精神的高度。 南阳厚植文化土壤，一次次
刷新文化成绩，擦亮文化名片；文明的种子
在南阳大地继续播撒， 浸润于每一位市民
的日常行为中， 镌刻在南阳城市精神的最
深处。 ②8

这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这是一首久久传唱的文明之歌，这是一群人与一座城的
闪耀梦想……

打造城市的筋与骨，培育城市的灵与魂，凝聚城市的血与肉……3 年来，南阳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脚步未曾停歇，文明仿佛是一块磁石，深深地吸引每个人崇德向善，用行动引领文明
风尚，铸就城市精魂。

以德育人 涵养城市无限生机
一座城市的发展，需

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贯穿
其中，筑基添彩；一座城
市精神的形成，需要万千
群众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驰而不息。

如今，行走在南阳中
心城区的街头巷尾、广场
游园等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讲文明树新风、
关爱未成年人和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等内容的公
益广告随处可见，公益广
告将文明新风吹进了市
民心里。

我市大力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着力加强和改进思想道
德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群
众的思想觉悟、 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
程度。

“践行核心价值观、
奋斗引领新时代”主题宣
讲活动、“核心价值观百
场讲坛进基层”活动……

接地气、贴民心的系列活
动在全市营造了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
厚氛围。

借助“创文”这个有
效载体，我市从具体事情
抓起， 从日常言行抓起，
从居民反映较集中的问
题改起，扎实推进文明执
法， 广泛开展文明经营、
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文
明餐桌活动；组织文明礼
仪知识竞赛、“小手拉大
手、文明我先行”等活动，
推动思想道德建设逐步
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居民的文明意识在潜移
默化中不断得到提升。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更
是文明城市应有的品质。
打造诚信经营示范街区，
发布诚信“红黑榜”，开展
诚信宣传教育， 人人争当
文明诚信者……通过开展

诚信创建评选活动， 持续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不断
将“诚信基因”注入文明建
设的“血脉”中，厚植社会
信用土壤，形成政府推动、
部门联动、 企业个人参与
的“诚信南阳” 建设新局
面，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增添新的活力。

南阳人深知，关怀未
成年人，就是耕耘城市的
未来。 每年，南阳各界开
展的未成年人道德教育
活动，丰富多彩，蔚为壮
观：“新时代好少年”评选
给南阳的孩子们树立了
人生标杆， 涌现出全国
“新时代好少年”1 名、河
南省“新时代好少年”3
名、南阳市“新时代好少
年”22 名、县市区级“新
时代好少年”360 名；向
国旗敬礼活动，每年平均
有 140 万名未成年人和
家长参与网上签名 、寄
语；“我和我的祖国”家庭

朗诵大赛，参与家庭 6 万
余户……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主
阵地， 南阳把文明校园创
建工作作为德育工作和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
要抓手，围绕文明校园“六
个好”标准，广泛发动、校
校创建， 全市文明校园创
建参与率 100%。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
课堂。 市文明办与市妇联
对接，把家教培训工作纳
入社区目标管理考评内
容， 组建以社区干部为
主，心理辅导师、好家长
等为辅的专、兼职教师队
伍；先后举办中原好家风
南阳站大型公益报告会、
家庭教育讲师团家教知
识讲座等巡回讲座 1670
场，参与家长 13 万余人；
以智慧父母成长等为主
题， 组织沙龙体验 1500
余场， 参与人数 4.5 万余
人次……

榜样引领 传播文明社会风尚
8 月 30 日，在市民服

务中心，新亮相的“南阳
好人”广场展柱吸引了众
多市民驻足观看。 只见
30 个 3.8 米高的展柱竖
立在广场两侧的花坛旁，
展柱的 4 个立面分别讲
述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
人、河南省道德模范等荣
誉称号获得者的先进事
迹，共计 120 人。

大美南阳好人多 。
“南阳好人” 作为我市一
张闪亮的名片，诠释着南
阳人杰地灵的美好人文
气息。

王锋、张玉滚、李相
岑 、姚海军、史英超 、柴
小女、武文斌、殷晓非等
先进典型， 用大爱温暖
身边人， 辉映城市的道
德天空。 正是这些先进
典型的感人故事， 让这
座 城 市 的 文 明 更 有 高

度、更有厚度。
截至目前 ， 我市涌

现出时代楷模 2 人 ，全
国 岗 位 学 雷 锋 标 兵 4
人，全国道德模范 3 人、
提名奖 7 人， 河南省道
德模范 3 人 、 提名奖 4
人，南阳市道德模范 175
人，102 人和一个集体荣
登“中国好人榜”，“河南
好人”68 人。

我市还大力开展“我
推 荐 、 我 评 议 身 边 好
人”、“百名好人耀南阳”
活动，建设好人馆、好人
街道、好人公园、好人广
场等，举行道德模范“三
巡六进”活动，广泛宣传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典型
事迹……

如今，这些平凡人的
闪光故事汇聚成了让人
敬仰的向善正能量，滋养
着社会正气的土壤。

“你好！ 现在是红灯，
请退回线内等待。 ”“大
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
马路” ……在南阳城乡，
随处可见那一抹抹亮丽
的“志愿红”闪耀在十字
路口、服务窗口、社区楼
道、偏远乡村，如及时雨
般出现在每一位需要帮
助的人身边。

市社区志愿者协会、
义工联、爱心车队、爱心
联盟、党员志愿者……全
市范围内，从事志愿服务
的爱心组织比比皆是，他
们深入农村，为贫困学子
圆梦；他们为患病者组织
捐款， 走上街头宣传文
明、爱心助考；他们坚持
开办爱心粥棚，为环卫工
人及附近居民提供爱心
早餐……

据统计，全市现有各
类 志 愿 服 务 组 织 5012

个 ， 实 名 注 册 志 愿 者
156.89 万人，全市累计发
布志愿服务项目 39973
个，记录服务总时长 1220
多万小时；全国最美志愿
者 3 人：李相岑、姜雨佳、
张继山；全国最佳志愿服
务组织 1 个：邓州编外雷
锋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长达 40 多天的战
“疫”中，全市动员了 3005
个各级文明单位，组建了
4100 多支志愿服务队 ，
40.2 万名志愿者参加了
10978 个交通、社区、村庄
等各类卡点抗疫志愿服
务，移动的“测温仪”、行
走的“消毒侠”、 城市的
“把门人”、乡村的“守护
神”、群众的“勤务员”、抗
疫的“宣讲员”……成了
南阳志愿者在战“疫”中
的新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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