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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名称：第七届中国·商
丘国际华商节

（报送单位：市政府新闻办）

事件简介：第七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
节，由河南省政协和中国侨联主办，商丘市
政府、中国侨商联合会、省工商联、省侨联
承办，于 2018年 10月 17日在商丘市华商广场
成功举行。节会紧紧围绕“华商之源，通达
商丘”品牌，突出“齐聚华商源 共筑中国
梦 争做出彩人”主题，涵盖开幕式暨拜谒活
动、商务活动和文化旅游活动等 3项大活动。
注入了新元素，呈现了新亮点，取得了新成
效，突显了新特色。体现了“城市品牌充分
彰显、招商邀商成效突出、主题活动出彩出
新、节会宣传浓厚热烈、社会氛围大气隆
重、组织协调高效有序”的特点，得到了与
会领导的充分肯定，赢得了海内外华商的广
泛赞誉，在助推商丘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2.事件名称：电影《李学生》
开创我市电影事业先河，全国公映
后，好评如潮，屡获殊荣

（报送单位：商丘广播电视台）

事件简介：《李学生》 取材于“商丘好
人”代表李学生生前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
由原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商丘市委市政
府、商丘广播电视台、北京信立博影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是我市历史上首部具
有自主知识版权、首次全国公映的实体性电
影，2018年 8月在全国成功公映至今，引发全
国观众广泛好评。荣获河南省文艺精品工
程、中国第 27 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展映
奖、加拿大国际金枫叶电影节提名奖，被省
委宣传部列为申报今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作品，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生
命赞歌，也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精品力作。

3.事件名称：“油画中原——
全国百名油画家走进商丘写生创作
活动”

（报送单位：市文联）

事迹简介：“油画中原”是河南省美术家
协会主办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在全国美术
界产生了良好影响，已经成为河南美术界的
经典品牌和靓丽名片。

“油画中原——全国百名油画家走进商丘
写生创作活动”得到了商丘市委宣传部领导
的全程指导和大力支持。

采风创作活动由市文联和市美协承办，于
2018年 10月 24日在“商丘好人”广场正式启
动，来自全国 150余位知名油画家参加活动。
在 4天采风活动中，艺术家们深入到我市各县
（市、区），走进民权申甘林带、“商丘好人”
广场、商丘古城、华商广场、黄河故道等地
采风创作，相继创作出 100余件油画作品，通
过油画艺术形式展示商丘人文历史、经济社
会发展面貌，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并在河南
省文联举行了作品展开幕式。

4.事件名称：“中国好人”榜
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河南·商丘）现场交流活动

（报送单位：市文明办）

事件简介：2018年 3月 30日晚，3月“中
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
好人 （河南·商丘） 现场交流活动在商丘市
日月湖畔的“商丘好人”主题公园隆重举行。

活动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中
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明办、中共商
丘市委、商丘市人民政府承办；河南省委原
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中央文明办中国
文明网总编辑董青及商丘市主要领导出席活
动。全国各级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代表
及各行业先进典型代表 1000 余人参加活动。
山东、安徽、江西、陕西、天津等省市文明
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5.事件名称：庆祝改革开放40
年百版融媒体巨报展“四个百版”
重磅策划

（报送单位：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事件简介：2018 年 8 月至 12 月，商丘日
报围绕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相继推出 160个
版的商丘成就“百版大型主题报道”“百版典
藏特刊”和“百版新媒体专题”，创新传播、
隆重推出气势宏大的商丘成就 160版“百版巨
报展”，分别在“商丘好人”主题公园和商丘
博物馆展出，融媒体传播，全面展示改革开
放 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商丘经济社会
发展的壮阔历程和辉煌成就。全国百家媒体
的社长、总编见证了这一创新举措，给予高
度评价。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中国新闻摄影
学会地市报分会邀请商丘日报总编辑郭文剑
向全国地市报介绍推广经验。“四个百版”在
商丘各界形成了持续轰动的传播效应，阅读

量超过 2000 万人次。省委宣传部《河南新闻
阅评》对此次策划进行专题阅评，给予高度
赞扬。该系列活动策划荣获中国报业媒体融
合经典案例奖。

6.事件名称：《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商丘·丛书》发行

（报送单位：睢阳区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丛书风格统一，多视角多方
位、较系统地挖掘了商丘历史文化资源和内
涵，有效提升商丘的文化软实力。丛书的编
写与出版填补了商丘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殊荣后近 30年没有大型文化丛书的空白，注
释了“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一城
阅尽五千年”的文化内涵。丛书与商丘古城
修复性保护和展示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将
对打造华夏历史文明商丘传承创新区和把古
城建设成文化古城、特色古城、生态古城、
产业古城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7.事件名称：“河南一分钟·
商丘篇”微传播活动 2863万投票
获网友喜爱第一名

（报送单位：市委网信办）

事件简介：为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2018年 10月由河南省委网信办、河南日报与
全省十八地市联动开展制作宣传“河南一分
钟·地市篇”微视频活动。商丘市委网信办
按照活动要求，精心策划，精心组织，不断
扩大宣传推送范围和力度，引发省内外网民
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积极为商丘助力投
票，在网上评比投票中以 2863 万票的绝对优
势荣获网友喜爱第一名，通过此次投票点赞
活动，有力提升了商丘的知名度、美誉度。

8.事件名称：永城市获“汉文
化研究基地”称号

（报送单位：永城市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5月 5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
会、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以及永城市委、市政
府联合主办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汉文化研
究基地”授牌仪式暨专家学术座谈会在永城
举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向永城授“中国
秦汉史研究会汉文化研究基地”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以及我市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 20余位秦汉史专家学者参
加会议，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汉文化研究基地”、如何将汉文化研究与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与会学者认为，永城芒砀山区丰富的汉文化
遗存，是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源，深
入挖掘并系统梳理永城汉文化，对其物质文
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进一步研究，将拓
展我国秦汉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在
学术研究、汉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人才培
养、助推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达
成共识。

9.事件名称：出彩河南·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豫剧团优秀
剧目《打金枝》北京展演

（报送单位：梁园区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展
示全国豫剧院团传承艺术戏曲文化，推动戏
曲艺术繁荣兴盛，商丘市豫剧二团展演豫剧
《打金枝》是“豫东红脸王”刘忠河先生经典
代表作品，该剧唱响中原 40多年来首次进京
汇报演出。8 月 19 日北京长安大剧院座无虚
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爱好者欢聚一堂，
共享豫剧“盛宴”。通过不断排演打磨提升，
《打金枝》隆重登上京城大舞台，首都观众对
这台大戏赞不绝口，戏曲专家也给予了高度
评价。

10.事件名称：民权县荣获
“河南省文化先进县”称号

（报送单位：民权县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2018 年 10 月份，民权县被河
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河南省文化先进县”称
号，为全市增添一张分量十足的文化“金名
片”。

民权县文化馆、图书馆均为国家一级馆，
博物馆、庄子文化馆和 19 个乡 （镇、街道）
文化站、529个村级文化服务中心全部免费开
放，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健全;县域文
化产业逐步壮大，王公庄文化产业园携手中
国乡建院北京“绿十字”孙军工作室，启动
了升级改造工程，打造以文创、民俗、观光
农业为一体的综合文化产业园区;民权县天明
民权葡萄酒文化产业园致力于葡萄酒与文化
产品相结合，推进了文化发展和产品交流，
被评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启动了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工程，花园乡赵洪坡民俗
文化村、程庄镇葛庄村红色堡垒，打造集乡
村红色旅游、民俗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宜居宜
游新村，实现了美丽乡村向红色旅游、民俗
文化的创造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乡村
振兴。

11.事件名称：“中国微子文化
之乡”及“中国微子文化研究中
心”在睢阳区授牌

（报送单位：睢阳区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2018 年 9 月 25 日，睢阳区被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微子
文化之乡”，并批准挂牌成立“中国微子文化
研究中心”，结束了长期以来国内外文化界对
微子文化的争端。“中国微子文化之乡”的命
名，将对商丘市进一步开展微子文化学术研
究，挖掘微子文化精髓，打造微子文化圣
地，传承中华仁德文化，实现商丘古都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
造华夏历史文明商丘传承创新区，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12.事件名称：2018年商丘市
文化志愿者走基层文化演出活动

（报送单位：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事件简介：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市登记
注册的文化志愿者 1200 人，文化志愿服务团
队 62 支，商丘市文化馆通过品牌文化活动

“商丘市文化公益小舞台”，联合部分县
（区）文化馆共举办文化志愿者走基层文化演
出活动 322 场次，调动文化志愿者 9500 多人
次，活动惠及群众 105余万人（次）。

同时，举办了“我的奉献，点亮你的人
生”为主题的文化志愿者走基层活动暨最美
文化志愿者、优秀文化志愿服务团队评选活
动，活动为期 2个月，走进 7个行政村演出 7
场次，参与活动的文化志愿服务团队 20 多
个，文化志愿者 200 多人次，惠及群众近万
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13.事件名称：“听乡音·叙乡
情·记乡愁”虞城“村晚”遍地开
花

（报送单位：虞城县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近几年虞城县以培育和谐文化
为核心，不断探索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新途
径，努力把“送”文化上升为“种”文化的
层面。该县利用春节举办“村晚”的契机，
在 146个贫困村、85个非贫困村举办“乡村春
节联欢晚会。”这些“村晚”是由虞城县委宣
传部和虞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统筹安排，乡
镇文化站进行节目审核和指导，村“两委”
班子具体实施的村民自导自编自演晚会。

“村晚”活动融入了脱贫攻坚政策普及、
赠送春联、评选十佳村民、返乡能人创业及
招工宣传，使广大群众体验乡村文化带来的

“原汁原味”年味。同时，还把“村晚”融入
“千家宴”、议事会、招商会等，为群众提供
“大舞台”“大锅饭”“大联欢”等交流平台，
促进了“大团圆”“大和谐”“大发展”，该活
动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等 100多家媒体报道
转载，引起热烈反响。

14.事件名称：睢县118个贫困
村全部配备宣传文化员

（报送单位：睢县县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睢县文广局认真贯彻上级关于
加强宣传文化队伍建设文件精神，统筹城乡
文化发展，解决好农村基层文化“有人办
事”的需要，率先在全市贫困村推进农村宣
传文化员工作，经过宣传发动、报名审核、
组织面试、考察录用、培训试用、签约聘用
等工作，实现了“全县 118个贫困村，村村有
1名专职宣传文化员”的目标；组织人才力量
加强培训和管理，开展了 4 天的上岗培训,内
容涵盖农村移风易俗树新风、美丽乡村建
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群众文化
活动组织、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等，截至
目前，成立或组建广场舞队 102个、腰鼓队 17
个、盘鼓队 15 个、戏迷俱乐部 5 个，极大丰
富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15.事件名称：睢县举办睢杞
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报送单位：睢县县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7月 6日，中共睢县县委、睢
县人民政府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
神”为主题，举办了睢杞战役胜利 70周年纪
念活动。粟裕大将之子、北京军区原副司
令、中将粟戎生等睢杞战役参战将士后代代
表，参战老兵、支前英模后代代表、电视剧
《粟裕大将》总制片人张军安、省市有关领导
和群众代表八百余人参加纪念活动。

16.事件名称：商丘曲艺博物
馆建成

（报送单位：市曲艺家协会）

事件简介：商丘曲艺博物馆是由商丘市曲
艺家协会高级民间艺术师、文艺志愿者等筹
资创办的公益性曲艺服务场馆，坐落在睢阳
区闫集镇张菜园村淮海战役纪念馆西侧，主
要功能是展示商丘曲艺简史，科普曲艺常
识；发掘抢救、征集收藏、整理修缮、展览

展示曲艺实物、书籍、书画等；开办曲艺传
习所和舞台小剧场、传承曲艺艺术、培训培
养曲艺人才；打造全民曲艺文化、大中小学
生曲艺文化进校园教育实践和文艺志愿者服
务基地；组织曲艺文化交流，举办曲艺展演
和比赛。该馆的创办填补了河南省乃至全国
无市级专业曲艺博物馆的空白，对打造华夏
历史文明商丘传承创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和
历史意义。

17.事件名称：商丘市摄影家
协会开展“和谐家园全家福 助力
脱贫奔小康”全家福拍摄活动

（报送单位：市摄影家协会）

事件简介：商丘市摄影家协会按照市委
宣传部、市文联的工作要求，于 2018 年春节
期间，利用全市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过年
之际，精心策划开展了“和谐家园全家福 助
力脱贫奔小康”贫困村村民“全家福”大合
影拍摄活动，到 2018 年 2 月底全市拍摄活动
结束，历时两个多月，全市摄影家 300 多人
参与，先后走进全市 842 个贫困村，为每个
贫困村精心拍摄超级全家福，并在文化广场
制作上墙。通过拍摄活动，让摄影艺术走进
乡村、贴近百姓，记录我市新农村建设进
程，使村民“人聚在一起，心连在一起，留
住回忆，记住乡愁”，形成改变乡村面貌、共
创美好生活的强大合力。这也是市摄影家协
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主动作
为，以镜头助力全市脱贫奔小康的一次生动
实践。

18.事件名称：豫剧电影《拿
住拿不住》拍摄制作完成

（报送单位：商丘演艺集团）

事件简介：豫剧电影《拿住拿不住》原名
大型廉政戏曲《钟鸣钟庄》，曾荣获河南省第
八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2011 年河
南省第十二届戏剧大赛文华大奖、河南省第
五届黄河艺术节金奖。

该剧刻画了一个年轻纪检干部的真实心路
历程，以老一代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优良传
统，烛照当下极少数党员干部拜金主义及人
格扭曲，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叩问。

在情与法、义与利考验面前，纪检干部杨
清华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担当作为，坚持
一查到底，使腐败分子受到应有惩处。彰显
了一名纪检干部敢于同腐败分子斗争到底的
坚定决心和责任担当。2018 年商丘演艺集团
经与河南省影视集团洽谈，5月初完成前期案

头工作并审批通过，7月中期进行拍摄工作，
现影片已制作完成。

19.事件名称：夏邑县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六届高粱文化
节

（报送单位：夏邑县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2018 年 9 月 23 日，夏邑县举
办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六届高粱文化
节，表彰了“十佳现代农业产业园”“十佳农
畜产品加工企业”和“十佳新型职业农民”
等，文艺团体和个人进行了民俗表演和传统
技艺展示。

火店镇宫灯、旗穗、中国结等工艺品进行
集中展示，“二鬼摔跤”、木雕艺艺术品、面
塑技艺，“一剪成”、王氏坠胡制作技艺等纷
纷登台进行艺术展示，具有浓厚的豫东地域
文化特色，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中央及省、
市新闻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20.事件名称：移风易俗、扶
贫攻坚好戏连台

（报送单位：柘城县委宣传部、睢县
县委宣传部）

事件简介：柘城县豫剧团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文艺的形
式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
战略，精心打造了大型现代豫剧《张家闺女
李家儿》。

该剧阐明了移风易俗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重
要性，鞭挞、讽刺了农村存在的高价彩礼之
风，引导在外务工青年回乡创业，带领本村
贫困户脱贫致富。该剧于 2018 年年初正式搬
上舞台，并在县文化艺术中心进行了汇报演
出，省、市、县有关领导和专家观看了演
出，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吸纳了有关专家
的编排建议，多次进行完善排练、打磨提
升，提高了编排和演出质量，对开展移风易
俗和脱贫攻坚作起到了现实教育意义及积极
推动作用。

以推动文化扶贫，发挥文化部门扶志作
用，激发贫困人员自主脱贫内生动力为目的
的大型扶贫现代豫剧《惠河湾》，2018年 2月 5
日晚在睢县举行首场演出，800余名观众观看
了精彩演出。

该剧以睢县部分驻村扶贫第一书记的先进
事迹和自主脱贫户为素材，紧扣时代脉搏，
呼应当前热点，贴近群众生活，是一部反映精
准扶贫的现实作品，省内外戏剧专家给予高度
评价，受到广大群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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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第七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

电影《李学生》开创我市电影事业先河，全国公映后，好评如潮，屡获殊荣

“油画中原——全国百名油画家走进商丘写生创作活动”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河南·商丘）现场交流活动

庆祝改革开放40年百版融媒体巨报展“四个百版”重磅策划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丛书》发行

“河南一分钟·商丘篇”微传播活动 2863万投票获网友喜爱第一名

永城市获“汉文化研究基地”称号

出彩河南·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豫剧团优秀剧目《打金枝》北京展演

民权县荣获“河南省文化先进县”称号

“中国微子文化之乡”及“中国微子文化研究中心”在睢阳区授牌

2018年商丘市文化志愿者走基层文化演出活动

“听乡音•叙乡情•记乡愁”虞城“村晚”遍地开花

睢县118个贫困村全部配备宣传文化员

睢县举办睢杞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商丘曲艺博物馆建成

商丘市摄影家协会开展“和谐家园全家福 助力脱贫奔小康”全家福拍摄活动

豫剧电影《拿住拿不住》拍摄制作完成

夏邑县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六届高粱文化节

移风易俗、扶贫攻坚好戏连台

投票

注：1.事件排名不分先后顺序，请在您支持的文化事件后面打“√”，限选
10件以内，超过10件作废。2.此表可复制。3.投票评选截止日期：4月15日。4.投
票结束后，评委会根据评审会意见和投票结果，确定2018年度商丘十件文化大
事。5.投票结果请寄：商丘市府前路1号行政中心8号楼市文化改革发展办公室
（8430室），邮编：47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