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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广君摄影作品
获!省五四文艺奖"

!

晚报记者 马治卫

本报讯 第九届 !河南省五四文艺

奖"和第四届!河南青年文化新人"颁奖

典礼日前在郑州落下帷幕# 记者昨日获

悉$鹿邑县摄影家协会主席闫广君的摄

影作品%公仆情&荣获!河南省五四文艺

奖"金奖#

!河南省五四文艺奖 "和 !河南青

年文化新人"评选活动$旨在推动青年

文化精品的创作$ 发掘和培养青年文

化新秀$培育先进的文化理念# 据悉$

本次活动共评选出 !河南省五四文艺

奖" 金奖
+5

个' 银奖
,+

个' 铜奖
,6

个$!河南青年文化新人"

+7

名# 其中$

%何平九论 &主创人员 '河南日报新闻

评论部编辑夏远望等
+7

名青年文艺

工作者获评第四届 !河南青年文化新

人 "$ 河南省漫画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的动画片 %少林海宝 &'大河报摄影部

首席记者陈晓东的摄影作品 %悲伤玉

树&等
+5

个作品荣获第九届!河南省五

四文艺奖"金奖#

!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上榜"福彩
我市又添新名片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文
!

图

本报讯 记者从市福彩中心获

悉$ 自
+,

月
,1

日起 $!伏羲定姓

氏"即开型福利彩票!如图"将在我

市各投注站试发行$这标志着!中

华始祖"太昊伏羲首次作为主题图

案登上中国福利彩票票面#

太昊伏羲是我国远古神话传

说中的一个圣明帝王$他!为百王

先"$居三皇之一$列五帝之首# 我

市淮阳县的太昊陵作为伏羲定都

和长眠的地方$是我国名胜古迹之

一$其与福利彩票二者相得益彰的

结合$ 是践行国家民政部提出的

!福彩文化" 的一种积极有益的探

索$同时也让该套彩票成为推介我

市的城市名片#

市福彩中心主任梁峰介绍 $

!伏羲定姓氏" 即开型彩票面值
8

元$以伏羲画像为票面$上面分别

印有发源于我省的前
,3

大姓的姓

氏起源和各姓氏的历史名人以及

伏羲八卦图案# 这样的设计既能表

达对伏羲的祭拜之情$也能提高彩

民兴趣$推动福彩事业的发展# 相

对于其他票种来说$该种彩票中奖

面宽$返奖率高$便于彩民收藏#

据悉$!伏羲定姓氏"即开型彩

票将在明年太昊陵朝祖盛会祭祖

大典时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届时面

向全国正式发行#

首都书画名家展走进周口
传承老子文化 相约美丽周口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

日 $!传承老

子文化$相约美丽周口$首都书画

名家情系周口书画联展"在市博物

馆隆重开展 # 此次书画展为期
4

天$前来参观的市民可欣赏到来自

首都北京的
8

位书画名家的
+33

余幅书画精品#

当日
+3

时许$ 书画展正式开

展$现场嘉宾和观众一起来到市博

物馆
1

楼展厅$逐一观看悬挂整齐

的书画作品# 他们有的驻足认真端

详$有的和朋友交流感受((记者

看到$在%紫气东来&这幅书法作品

前$不少前来观看的市民拿起手机

拍照留念!如图"# 前来观看书画展

的市民王先生边欣赏边赞叹)!能

在家门口看到首都北京的书画名

家的作品$我这次真是不虚此行* "

据悉$此次参加展出的
8

位首

都书画名家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

誉$ 他们中有出生在我市鹿邑县

的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王沛忠先

生+ 有思想内涵丰富' 绘画语言

洗练' 笔墨讲究' 格调高雅的学

院派实力画家钟捷先生+ 有老一

辈书画名家爱新觉罗,溥杰入门

弟子赵首河先生+ 有美誉中外的

新加坡南洋画院院长' 海洋画派

创始人宋明远先生+ 有书法多次

在国内外展出$深受专家'观众'同

道好评的国家一级演员陈友旺先

生#

!我们要用心中的爱 $手中的

笔$绘出最美'最好的书画作品# "

参展画家王沛忠介绍$ 他们几位

书画家在周口举办书画展 $ 旨在

用书画艺术弘扬老子文化 $ 用浓

墨重彩诠释传统文化 $ 加强首都

北京与周口的文化联谊# 同时$对

能在家乡举办画展$王沛忠感到十

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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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求农民增收力争超城镇居民 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

据新华社电
+,

月
,,

日$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在京闭幕#

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系统总结
,3+,

年和过去
+3

年

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深刻分析!三

农"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重

点研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农民流转土地 不限制不强制

会议强调$要积极创新农业生

产经营体制机制# 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要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构建

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

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要!守住一条底线"$即充分保

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限制

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 # 要

!抓住两个关键"$即着力培养新型

经营主体$既注重引导一般农户提

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又扶持联

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着力

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

织和多元服务主体$通过提高组织

化程度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农民收入增长力争超城镇居民

会议强调$要在!收入倍增"中

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今后一段时

间$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

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 要从战

略上研究采取综合措施$营造有利

环境条件$ 不断开辟就业门路'拓

宽增收渠道#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继

续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

意义#

明年扎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抓好农业生产$稳定

发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强

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发挥

市场对农业生产的带动作用#

-二.继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

-三.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稳步推进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其他

各项改革#

-四.继续加强和创新农村社

会管理# 强化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民

主管理$强化农村社会公共安全保

障#

元旦起
火车票价全面下调
!!!!!!

本报综合消息 实施
-+

年的 %铁路

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将于明年

+

月
+

日起取消$这意味着所有乘客不

再被强制购买票价
,9

的 !人身意外伤

害强制保险"# 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受此影响$元旦起全国铁路票价将

全面下调$ 具体降价方案将于近日出

台#

今年
++

月$ 国务院发布第
-,6

号

令$要求明年元旦起废除%铁路旅客意

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 这意味着已实

施
-+

年的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

险"将取消# 记者
+,

月
,,

日从铁路部

门了解到$强制保险费占票价的
,9

$这

项保险取消后$ 火车票价也将同步下

调#

尽管强制保险费占火车票票价的

,9

$但铁路部门有关人士表示$票价下

调时不会完全按照
,9

的比例下调# 原

因是目前的票价制定参照了线路运营

成本'项目建设成本'居民消费水平等

多项内容$取消强制保险后$不能仅仅

参照基础成本的百分比下调$ 加上各

列车席别不同$定价不一$最后呈现的

票价不会完全按照现在票价的
,9

降

价#

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部

门正在对铁路票价进行核算$预计两日

内将有定论#

火车票价下调的同时$也意味着旅

客不再享受原来的强制意外险保护# 对

于一些有需要的旅客$又该如何解决这

一问题/

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旅客在

乘坐飞机和汽车时 $ 保险大多包括两

部分$ 一部分是航空公司或客运公司

购买的相关保险+ 另一部分则是旅客

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 !旅客在购买机

票或车票时$一般售票员都会问$是否

需要购买保险$ 旅客可根据意愿自由

选择# "该负责人介绍$强制意外险取

消后$ 火车站都将设置购买保险的柜

台或终端机$届时有需要的旅客可自愿

购买这项保险#

!韩旭"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