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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衙近年来根据自身特点，大力创新管理模式，努力

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不但增强了博物馆发展活力，并且

培养锻炼了一批能担责、善攻坚的骨干力量，为内乡县衙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内乡县衙不断

通过改革，全面推进博物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力求解

决制约文博事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一是结合自身实际推动

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研究、保护、展示、管理等配套机制，使博物

馆各项工作流程化、规范化。二是抓住增强活力、提高标准、改

善服务质量，形成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内部管理体

制，深化博物馆内部人事管理。三是建立、健全竞争机制，即使

内部人才资源达到合理利用，又以能上能下的流动人才运用模

式，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的良好氛围。四是建立健全考

核、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工作环境和风

气，工作任务实行激励与责任双重机制，使人人知责任，事事有

人管，让博物馆每名成员有主人翁责任感和创新发展动力。

为激发广大员工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和公平公正的竞争

环境，内乡县衙对部分管理工作从细量化、规范管理。如讲解

员管理，每年对全体讲解员进行一次评级，与工资待遇挂钩，评

级内容以实地演讲，知识笔试，荣誉、任职年限加分等多项内容

进行综合评定，以此激励讲解员自我加压主动学习，并鼓励她

们积极参加各种比赛获，在比赛中开阔眼界、积累经验、增长知

识。为在职称评定中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对获取资格人

员按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衡量，每项分别加分多少

进行透明核算，依划分名次确定推荐人员，做到干部职工一个

样，以公平公正营造良好竞争环境。

多年来，内乡县衙坚持员工素质培训常态化，每年根据各

岗位特点，丰富内容采取多样形式有针对性进行培训，如讲解

员进行实地讲解技巧、普通话、服务礼仪等为主要内容，以"内
强素质、外树形象、用心讲解、贴心服务"为宗旨，努力打造一支
高学历、高素质、形象好、气质佳的讲解员队伍，在不断培训学

习中打造一支素质强、善攻坚的讲解队伍。同时采用以赛代训

形式，开展讲解大赛、演讲比赛、讲故事大赛等比赛活动，提升

员工综合素质，加强以团队凝聚力为特征的新型干部职工队伍

建设。

内乡县衙根据自身实际和时代发展需要，实施制度化与人

性化融为一体的管理方式，激发干部职工主动作为、投身博物

馆建设积极创业的工作热情，努力增强博物馆发展生机和活

力，持续打造南阳乃至河南文博旅游旗舰，不断提升发展新坐

标。累累累5

内乡县衙创新管理
提升服务技能

本报讯（记者王聪）近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主办的“河南省首届红色故事会”演讲比赛在信阳市落下了

帷幕，我市张衡博物馆的刘林荣获“十佳讲解员”称号。

来自全省各地的百余名选手参加了此次“红色故事会”的决

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诞生了十位“十佳讲解员”。他们的红色故
事,重现了我党我军在中原大地背负民族希望、不怕牺牲、浴血奋
战的英雄事迹,更铭记了光辉历史、弘扬了革命精神。此次活动是
我省大力宣传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创新开展，近百

万网友共同在线聆听了10个感人的红色故事。累累累5

红色故事会 选手获省奖

本报记者 周若愚

本周二，央视报道雄安新区文物保

护与考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一

句“南阳遗址考古工作获得重要发现”

引起市民兴趣：雄安也有个南阳？天下

到底有多少个叫南阳的地方？

南阳遗址揭面纱

雄安南阳村位于容城县城东14
公里处，也是块文化底蕴丰厚的宝

地。

南阳村村南200米处，即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阳遗址。20世
纪80年代，容城县文化部门发现此
遗址，出土陶器、铜鼎、刀币、鹿角锤

等文物。文保专家认为，南阳村的地

理位置与史书中记载的古燕都城相

近,且出土器物具有燕国制器的风格,
初步判断遗址具有较重要的学术研

究价值。

雄安新区，国之大计；规划建设，

文保先行。今年5月底，容城南阳遗
址考古挖掘工作开始进行，相关部门

日前对外公布考古成果。

据央视报道，南阳遗址考古工

作获得重要发现，目前已确定遗址

东南、西南角城垣、南城垣和西部

大型夯土区和陶业作坊区。新发现

遗址周边10处同时期文化遗存，形
成以南阳遗址为中心、面积约18平
方公里的东周、汉代遗址群，为确

定南阳遗址性质和文化内涵提供了

重要资料。

天下南阳知多少

2000年出版的《毛泽东瞩目南
阳》一书，曾介绍了国内外以“南阳”

命名的多个地方。

除了南阳遗址所在的南阳村，国

内还有几处以“南阳”命名的村、街。

如浙江张村乡南阳村、湖南西阳乡南

阳村、河南郑州市南阳寨等处。

至于乡镇，以“南阳”命名的就更

多了。江苏大丰、山东微山、福建沙

县、湖南株洲等29个县市，下边所辖
乡镇中，均有“南阳”一地。

山、河、湖、路、桥也有以“南阳”

命名的：广东西部有南阳山、内蒙古

丰镇有南阳河、河南郑州有南阳路、

山东济宁有南阳湖，咱南阳市还有座

南阳大桥。

《毛泽东瞩目南阳》一书的作者

李保铨认为，山南水北为阳，“阳”字

古音读起来嘹亮顺畅，所以常被用作

地名。而古人为地方起名非常注意

山水走向，习惯把位居山南水北、后

高前低、背风向阳之地命名为“南

阳”。

受中国历史文化影响，周边国

家也有“南阳”这一地名。日本有

南阳市和新南阳市，其中日本南阳

市还是我们的友好城市；朝鲜北部

有南阳镇；缅甸有两个南阳村：腊

戌镇南阳村和伊洛瓦底江畔的颜

南阳村。

古今南阳存几何

尽管有多处南阳，但现今的中国

版图上并没有南阳县。

据了解，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

现 10个 南 阳 县 ，其 中 河 南 修 武
（战国时称南阳县）、四川什邡（西

晋时称南阳县）、湖北当阳（南朝

时称南阳县）、安徽寿县（西魏时

称南阳县）等 9个地方在元朝以
前就已更名。硕果仅存的河南省

南阳县，也于 1994年因撤地设市
更名为宛城区。

以南阳命名的省辖市，目前国内

只有我们河南南阳一家。

我国古代曾有6个南阳府，其中
5个在隋代以前先后废置：河南郏县
西北（东魏时设置南阳府）、湖北随

州（西魏时设置南阳府）、湖北谷城

东南（南朝时设置南阳府）、四川境

内（南朝宋齐时设置南阳府）、江苏

铜山西北（东魏时设置南阳平郡）。

只有我们南阳市，自公元前272年秦
昭襄王设置南阳郡始，数千年来，名

称未变，且一直保持府署级、地市级

建制。累累累5

雄安有南阳村，国内叫南阳的乡镇至少29处，省辖市仅我们一家——

一声“南阳”说出口 不是老乡也牵情

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秦、燕、

赵、魏、韩各诸侯国均有南阳这一地

名，其中，齐国南阳（郡治在今山东邹

城，被史学家称为“邹县南阳”）、晋国

南阳（郡治在今河南修武，被史学家

称为“修武南阳”）、楚国南阳（即今日

南阳盆地之南阳）因地理位置险要，

成为各诸侯国争夺之地。

自古“南北纷争，以（楚国）南阳

为孔道”。楚国南阳是秦楚魏韩四国

角逐的重要战场，秦占领南阳盆地，

即可南侵荆楚，北控韩魏；楚占领南

阳盆地，可西拒强秦，北逐韩魏；韩国

魏国占领南阳盆地，则可南灭荆楚，

西抗强秦。四国在这里进行了长达

70年的拉锯争夺战，最后，秦国全面
占领南阳盆地。秦昭襄王于公元前

272年正式将南阳盆地和鄂西北部
分地区定名为“南阳郡”，这就是《史

记》所记述的“初置南阳郡”的史实。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一统天
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的同时，也对地名进行了规范。因

南阳盆地的南阳郡得之不易，且为

其先辈设置，秦始皇钦定保留此郡，

同时将郡治由穰移至宛。“邹县南

阳”被设置为薛郡，“修武南阳”更名

为河内郡。累累累5 （周若愚 整理）

秦始皇钦定保留宛城南阳郡

本报讯 （记者曾碧娟）近日，

中国作家网公布了中国作协2017
年会员名单 ，新增会员508人，南
阳本土仅作家祖克慰入选。

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会员发
展工作从 1月份开始，在征求团
体会员意见和咨询各文学门类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中国作家协会

书记处于 8月 1日进行审议并投
票，发展会员508人，其中河南19
人，南阳籍有张鲜明、赵大河、祖

克慰三人，祖克慰为唯一一位南阳

本土作家。

祖克慰，现供职于南阳市农村

信用社培训中心。主要从事动物

散文创作，在全国二百余家报纸杂

志发表散文200余篇。《寻找一只红
色狐狸》获“2014年冰心儿童文学”
新作奖，散文《与一匹狼对峙》获中

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散文奖。

本报讯（记者王聪）近日，由河

南省文化厅、浙江省文化厅主办的

“吉金墨影——一带一路非物质文

化遗产全形拓精品展”在杭州开幕。

此次精品展共展出全形拓作

品102幅，其中我市考古研究所提
供拓片50余幅。反映丝路萌芽(先
秦时期)秦国立国之初与中原楚国
春秋时期，秦地与楚地青铜文化的

发展、交融，并以金石全形拓片的

形式集中展示。

全形拓，又称“器物拓”、“图形

拓”、“立体拓”，是使用宣纸和墨

汁，辅以素描、剪纸等技术，将青铜

器等器物的立体形状复原到纸上

的传拓技法，在所有传拓类别中难

度最大。累累累5

南阳三作家 加入中作协

展全形拓片 说丝路萌芽

本报讯（记者曾碧娟）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文联、中

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面向全国

征稿，45岁以下美术家均可选报作品参展。
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将于2018年6—7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

举办，并在全国进行巡展。本次展览将展出入选作品400件,其中
中国画100件、油画100件、综合画种200件。

参展作者年龄须在 45岁以下（1973年 1月 1日（含）后出
生，以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自 2015年第五届全国青年美展
以后创作的作品，均可选送参展。入选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

的作者具备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条件之一。截稿自征稿启事

发布之日至2018年4月10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详情及表格可从中国美协官方网站了解及下载。累累累5

青年美术家 且来试霜锋

传统节气展 市图邀你观
本报讯（记者王聪）近日，市图书馆举办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

节气展。

自2016年“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
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节气之

美倍受瞩目。市图书馆通过图片展示和图书推荐系列活动，针对

每个节气推介十余种图书绘本，共百余本图文并茂地对“二十四节

气”起源、演变、农事、生产生活、民俗节庆系统表现和当代社会实

践、文化传承现象全面的展示，让孩子们了解二十四节气与季节、

温度、降水及物候的密切联系，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按照“节气”变化顺序进行常年展示。累累累5

本报记者 王鸿洋

脍炙人口的戏曲、活力四射的歌

舞、悠扬婉转的民乐……初秋的闷热

并没有阻挡人们欣赏文化活动的脚

步。暑期以来，我市各界多彩的文艺

演出吸引着居民的目光，文娱活动在

相伴居民消暑纳凉的同时，也为文化

大市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品牌大戏 文化惠民

“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演出活动作

为我市的品牌文化，在丰富和活跃广

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

也为“双创”工作营造了浓厚的文化

氛围。

“唱响白河”群众文化演出活动

已在我市连续举办了3年，今年自活
动开展以来，市文化艺术学校、市委

老干部局、南阳师范学院、方城县豫

剧团等单位先后登台，演出内容积

极向上，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宣传教育活动和我市“双创”工

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演出形式以综艺性群众文艺表

演为主，突出地方特色，活动在高奏

主旋律的同时，大量融入了高雅艺

术、特色文化、非遗文化、群众文化，

为百姓在炎炎夏日奉献了一场场精神

文化大餐。

“中原文化大舞台”活动是推进

“文明河南”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

是我省创新开展的一项文化惠民活

动，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受到群
众的热烈欢迎，实现了“让优秀剧目演

起来、文化场地用起来、文艺工作者动

起来、老百姓乐起来、核心价值观活起

来”。

《青蛇传》、《骨肉恩仇》、《倒霉大

叔的婚事》、《穆桂英挂帅》等精彩剧

目今年已在我市各大剧院陆续上

演。这些剧目集观赏性、艺术性为一

体，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众多

优秀剧团演出的精彩剧目让戏剧爱

好者在家门口就能品享文化大餐。

基层演出 文化帮扶

家门口欣赏高雅艺术、与专业演

员近距离接触……近日，宛城区消夏

文艺演出在市人民公园如期举办，为

辖区居民送上了的文化大餐。

宛城区消夏文艺演出计划今年在

市人民公园举办15场，该活动深受
基层群众的喜爱。特别是今年围绕喜

迎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采取文艺搭

台，理论唱戏的形式，宣传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演出中，各

类节目活泼新颖，寓教于乐，赢得了

观众的阵阵掌声，激发起全社会更多

的正能量、好声音，形成了“台上演

得起劲，台下看得有劲”的氛围。

今年初以来，我市各县区文化

单位也纷纷以文化演出的形式，宣

传国家精准扶贫等好政策。前不

久，淅川县2017年精准扶贫文化宣
传活动走进该县老城镇王岭村，40
多名文艺志愿者送文化下乡,为当地
群众献上了精彩演出。舞台上精彩

绝伦的演出，让一千多名村民大饱

眼福，乐器声、演唱声、欢笑声汇

成一曲和谐新农村的交响曲。采访

中，记者了解到，我市各地的扶贫

文化演出多以“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为主题，表演者通过戏曲和小

品等多种形式,集中宣传了精准扶贫
攻坚战的新气象、新变化，全面展

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的新面

貌、新成果，让村民们在家门口欣

赏到精彩演出的同时，也接受了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洗礼，为建设文

明和谐美丽乡村营造了良好的精神

文化氛围。

群众登台 文化共享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

善，文化逐渐融入群众生活，享受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已成为各地群众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初秋酷暑，

居民们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成

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每天的清晨傍晚，市区各游

园、县区各文化站都是热闹非凡。

唱歌的、跳舞的、唱戏的……各类文

化活动，俨然是一个个精彩的文化小

舞台。在市城区梅城公园，时常有精

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如前不久的古乐

演出，以古筝演奏为主的同时也穿插

了诸如萨克斯、葫芦丝、老年模特等

多元素的艺术表演形式，多角度地演

奏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类似演出的

成功举办不仅为居民营造了一个充满

古典文化的环境氛围，更是以古典音

乐文化为载体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

高了市民的精神文明水平和艺术鉴赏

能力。

今年，我市各个社区的文化广场

和基层文化舞台将继续本着文化为

民、文化利民的理念，举办各类群众

演出活动，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

享”的文化生态。累累累5

文化演出多 暑日乐陶陶

人文地理

梅城公园古乐公益演出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三弦书说唱表演 本报记者 王鸿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