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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派"云集论剑!武林大会"

!

全民健身月我市举办史上最大规模武术展演活动
!

今天还有表演!市民朋友可到市体育馆免费欣赏

"

晚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袁冰 文
!

图

本报讯
,5

个 !门派 "#近
566

位高手# 数十种拳法剑术$$

1

月

1

日至
2

日%

,6+,

年周口市全民健

身月武术展演运动会在市体育馆

举行!如上图"%展演规模空前%堪

称!周口武林大会"&

这次展演运动会是按省体育

局统一要求举办的& 亮相的
,5

支

代表队来自各县市区% 多由武馆'

武校#武术协会#武术辅导站等组

成( 参演选手中%最小的仅
1

岁%最

长者已年逾八旬(

展演分集体项目'对练项目和

个人项目( 参演拳种有长拳'少林

拳'八卦拳'南拳'两仪拳'圣门十

字莲花拳'太极拳'查拳'心意拳'

形意拳等% 器械表演则包括棍术'

刀术'剑术'枪术和软器械'短器械

表演等%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武术在周口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全省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1

个拳

种周口占其一% 即心意六合拳)列

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

个拳种周口占其二%为两仪拳和圣

门十字莲花拳(

+77,

年%淮阳县还

被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 在武术

运动水平上%我市在全省处于先进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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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杜欣 金月全

!五四"前夕%记者一走进周口

师院%就感到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

扑面而来*景观文化'人文文化'哲

理文化'历史文化随处可见%科技

楼'美术展厅'文化墙触手可及& 青

春%在这里激情飞扬&

周口师院团委书记孙体楠告

诉记者%该院自创立之日起%就特

别重视校园文化的营造&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做远大理

想的坚定信仰者

以五四青年节' 十一国庆节'

!一二+九"运动等重大节日'纪念

日为契机%该院积极开展形势政策

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发挥大

学生自我教育功能% 倡导学习理

论'塑造思想'升华精神的风气( 此

外%该院坚持每两周一次的集体升

国旗仪式和红色经典电影回放活

动(

近年来%周口师院团委积极探

索以科研项目带动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的新思路( 依托团中央规划课

题,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华传统节日

文化教育研究-% 科学理解在大学

生中加强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的意义&

利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

节日开展有益的教育活动%探索在

大学生中加强民族精神教育的新

途径&

开展科技创新教育!做时代精

神的忠实先行者

在科技楼大厅%一幅幅出自该

校学生之手的素描'书法'摄影等

作品让人目不暇接%仿佛畅游在艺

术的海洋里&

!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是

该院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亮点%每

两年一届的艺术节利用超大容量和

多元主题的方式%将校园歌手大赛'

舞蹈大赛'主持人大赛'篆刻绘画摄

影大赛'征文大赛'

89

大赛'短剧大

赛等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打包整

合% 通过集中宣传和多项活动的累

积效应%参与人数众多%产生了较大

影响&

据了解%为激发学生的创新潜

能%该院还专门出台,周口师院大

学生科研创新基金管理办法 -%鼓

励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申报%并

给予一定的资助&

开展励志教育!做优秀民族文

化的弘扬者

,667

年
7

月开始%该院成功策

划举办了杏坛博士讲堂%旨在发挥

博士群体的引领作用%鼓励青年学

生志存高远%追求学术%立志成才&

该讲堂每两周举办一次%内容涵盖

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教育等学

科%参加人数超过万余人次&

同时%还组织部分国家奖学金

和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组成宣

讲团%深入到各班特别是新生班做

巡回报告%与广大同学畅谈经验和

体会%分享学习的苦与乐&

此外%通过邀请!感动中国十大

人物" 洪战辉% 周口市十大杰出青

年' 周口市青年创业典型等社会知

名人士举办讲座'座谈会等方式%使

广大同学走近这些时代楷模% 了解

他们的优秀品质% 感受他们的人格

魅力%以此达到不断激励自我'提升

自我'完善自我的目的&

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做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

在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加

强!祖国在我心中%争做时代先锋"

主题教育& 以!红色中国'唱响青

春'放飞梦想"为主题的校园歌手

争霸赛展现了学生自信'向上的精

神风貌& 将主题教育融入学生的社

会实践及志愿服务活动中& 以!服

务社会需求'促进学生成才"为根

本宗旨%每年组织近万余人的志愿

服务团队奔赴全省各地开展!托起

明天的太阳"关爱留守儿童支教活

动'!绿色环保大家行"环保宣传活

动%以及科技支农'法律援助'文艺

演出'政策宣讲'社会调查等社会

实践活动% 并逐步实现基地化'项

目化'长期化和社会化运作&

支持社团活动!完善大学生自

我发展

该院鼓励和指导社团自主开

展活动%注重活动效果%提升社团

活动层次%打造一批精品社团& 目

前%全院共有学生社团
-5

个%会员

:666

余人% 占全校学生的近
16;

&

理论学习'科技创新'文艺娱乐'公

益服务'兴趣爱好等五大类学生社

团活动涉及学生成长的各个方面&

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软实

力& 周口师院团委'学生会%乃至各

班团支部'班委会%都为此付出了

很多努力& 每年都有详细的工作计

划和总结%每月都有各项活动的开

展和检查督办%每天都有众多的师

生投身各类文化活动之中& 这些社

团不断朝着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成

长%并在繁荣校园文化 '服务学生

成长成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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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线路两侧各三米
范围内严禁植树! 建房!打
井!埋坟!挖沙!取土"

庆!五四"

趣味运动会
!!!!!!

五四青年节上午!周口饭店"平原宾馆两

家单位联合举办了一场职工趣味运动会!通

过拔河" 篮球接力跑等集体项目及自行车慢

骑等个人项目! 进一步丰富了广大职工的文

化生活# 晚报记者 宋风 摄

两部门发文力推绿色建筑

,6,6年新建筑
占比将超三成

!!!!!!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

月
*

日从财政

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两部门本周

末联合对外发布 ,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

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将通过建

立财政激励机制' 健全标准规范及评价

标识体系' 推进相关科技进步和产业发

展等多种手段%力争到
()()

年%绿色建

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超过
+),

&

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了推动绿色建

筑发展的主要目标与基本原则% 除了切

实提高绿色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重%

还要力争到
()-.

年政府投资的公益性

建筑和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

的保障性住房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到
()-/

年% 新增绿色建筑面积
-)

亿平

方米以上&

绿色建筑$星级越高 财政奖励越多

两部门明确% 将按照绿色建筑星级

的不同%实施有区别的财政支持政策%以

单体建筑奖励为主% 支持二星级以上的

高星级绿色建筑发展% 提高绿色建筑质

量水平&

通知确定了
()-(

年高星级绿色建

筑的财政奖励标准* 二星级绿色建筑每

平方米建筑面积可获得财政奖励
./

元%

三星级绿色建筑每平方米奖励
0)

元&奖

励标准将根据技术进步' 成本变化等情

况进行调整&

通知规范了财政奖励资金的使用管

理% 强调中央财政将奖励资金拨至相关

省市财政部门% 由各地财政部门兑付至

项目单位% 对公益性建筑' 保障性住房

等%奖励资金兑付给建设单位或投资方%

对商业性住宅项目% 目前主要奖励给开

发企业% 各地区应研究采取措施主要使

购房者得益&

保障性住房及公益性行业$优先发展

绿色建筑

两部门提出% 将引导保障性住房及

公益性行业优先发展绿色建筑% 使绿色

建筑更多地惠及民生&

一方面鼓励保障性住房按照绿色建

筑标准规划建设% 明确在制定保障性住

房建设规划及年度计划时% 具备条件的

地区应安排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按照

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建造&

另一方面% 鼓励各地在政府办公建

筑'学校'医院'博物馆等政府投资的公

益性建筑建设中% 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力争到
()-.

年%政府投资公益性建

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通知强调% 要切实加大保障性住房

及公益性行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绿色建

筑奖励及补助资金'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资金向保障性住房及公益性行业倾

斜%达到高星级奖励标准的优先奖励%保

障性住房发展一星级绿色建筑达到一定

规模的也将优先给予定额补助&

大力推进绿色建筑科技及产业发展

两部门明确% 要大力推进绿色建筑

科技进步及产业发展% 切实加强绿色建

筑综合能力建设&

各级财政'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积

极支持绿色建筑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

究& 加大高强钢'高性能混凝土'防火与

保温性能优良的建筑保温材料等绿色建

材的推广力度&

要大力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各级财政'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系统推

行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再利用等各项

工作%加快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装

备研发推广&

此外%要积极推动住宅产业化&积极

推广适合住宅产业化的新型建筑体系%

支持集设计'生产'施工于一体的工业化

基地建设)加快建立建筑设计'施工'部

品生产等环节的标准体系% 实现住宅部

品通用化%大力推广住宅全装修%推行新

建住宅一次装修到位或菜单式装修%促

进个性化装修和产业化装修相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