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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韩谨伊

本报讯 为迎接“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的到来,4
月20日上午,河南省“扫黄
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和郑州
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
组在郑州市科技馆广场举
行2015年侵权盗版及非法
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

省“扫黄打非”工作领
导小组相关负责人通报了
河南省近年来保护知识产
权、打击侵权盗版工作情
况。去年全省各地共出动

执法人员11.7万人次,收缴
各类非法出版物 132.8 万
件,取缔关闭违规出版经营
店档摊点638个,违规印刷
复制企业77家。

当天,各省辖市和省直
管县也举行了侵权盗版及非
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据
初步统计,全省共销毁侵权
盗版及非法出版物54.33万
张(盘、册),其中盗版图书
39.5万册,盗版电子音像制
品7.1万盘,违禁出版物0.8
万件,淫秽色情出版物1.53
万张,非法报刊5.4万张(份)。

□首席记者 李钊

本报驻马店讯 驻马店
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于4月20日选举
陈星为驻马店市人民政府
市长。

陈星，男，汉族，1965
年 2 月生，河南虞城人，

1989 年 8 月 参 加 工 作 ，
198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研究生学历，学士
学位。曾任夏邑县副县
长，民权县县长、柘城县
委 书 记 ，驻 马 店 市 委 常
委、副市长；今年3月任驻
马店市委副书记，市长候
选人。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昨天，省纪委
官方微博“清风中原”发布

消息，南阳市官庄工区管委
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孙伟
（正处级）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昨天，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文化领域大腕再出妙语

祭拜黄帝是为了给行为找到方向

□记者 田园 文 洪波 摄影

核心提示 | 回望历史，更重要的是启迪今生。昨天上午，在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蒙曼、曾仕
强两位百家讲坛主讲人以及杨义、范周、许嘉璐等文化领域大腕做客论坛，分别就不同的领域发表
主题演讲。在论坛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呼吁，更多的年轻人要充满智慧去拥抱这个时代。

作为中国人，首先要明白
自己的家底。我们要把中国文
化的点点滴滴全部黏合起来，
去还原它、研究它。三千年来
我们对自己称呼中国，“中国”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周，当时

讲“中国”，即今天的河洛地区，
就是关中和河洛地区。三千年
拥有一个词语表达它的国家和
民族，唯有中国。中华民族是
一个包容的民族，它有凝聚力，
所以才会几千年文明不中断。

中国人首先要明白自己的家底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

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中华民族从炎黄到互联网+时代

范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联合国“创意经济顾问”、文化部国家文化改革发展基地主任

传承中国文化，复兴丝绸
之路。我们和丝绸之路是有明
确关系的，新丝路融合包容许
多内容，一端连着历史，一端指
向未来，一端系着中国，一端通
往世界。要以开放的心态，融
合的业态来看待丝绸之路。要
把“中国制造”进行转型升级，
由产业中下游向产业的中上游

进行转变，把制造业的核心部
分、创意部分、设计部分、专利
部分牢牢地留在中国。

在“互联网+”的时代，需要
颠覆传统思维，找到自己更好的
表达形式，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
人都是平等的。在互联网面前，
所有的人在成就事业、成就梦想
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黄帝是我们的“岸”

蒙曼 著名历史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百家讲坛主讲人

黄帝是我们的祖宗，黄帝
是我们的精神，黄帝是我们的
岸，回头是岸，抬头应该也要看
到岸，人要往前走，从黄帝那个
时代往前发展，就像人走进海
洋之中，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岸
在哪里，一定要时时刻刻看到
岸，黄帝是岸。我们祭拜黄帝，
就是为了“明德归厚”，给行为
找到方向。

黄帝就是“中国人格”的代
表，塑造了中国古代的一个集
体人格，为我们塑造了人格的
必不可少的两个方向，第一个
方向叫“教养”，第二个方向就
叫“担当”。黄帝用自己的形
象、自己的所作所为，塑造了中
国版本的集体人格。这个集体
人格就是如何待人、如何接物，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努力普及黄帝文化

许嘉璐 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拜祭先祖，从甲骨文时代
就有了，拜祭的形式是随着时
间的迁移、世情的改变而有所
改变的，无论怎么变化，拜祭先
祖没有改变，因为重继承是中
华民族的特点之一。由于重继
承，在重继承的时候不忘发展，
传承黄帝文化，应该逐步做到

以下几件事情。第一，规范拜
祭的礼仪，不废古仪，不悖今天
的精神。第二，深入研究黄帝
文化，包括具茨山的考古、史前
文化的研究。第三，促进立法，
先立法后拜祭，这个立法不一
定是法律，可以是决定或条
例。第四，努力普及黄帝文化。

文化盛会 文艺活动

□记者 朱琨 实习生 申晓

本报讯 昨日，电影《轩辕大
帝》座谈会、动画片《黄帝史诗》新
闻发布会暨海外发行授权签约仪
式举行，而且华人“超级老祖父”
还要出漫画版。

昨日上午，电影《轩辕黄帝》
座谈会在黄河饭店召开。该片以
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与元妃嫘
祖的传奇爱情故事为线索，以大
量历史文献为依据，演绎黄帝、炎
帝、蚩尤三大部落集团的兴衰聚
散。记者了解到，该片在拜祖大
典期间试映后，将于暑期档上线
院线。

另外，昨日下午，《黄帝史诗》
发布会暨欧洲区国际推广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该动画片
分三部，分别为《六部和》、《炎黄
和》、《天下和》，每部26集，共78
集，讲述了轩辕黄帝一生和合天
下，肇始中华。据了解，《六部和》
已全部完成并进入播放前的准备
工作，近期将在央视播出。

昨日发布会上，该片与法国
亚欧影视传媒机构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不仅要翻译成外语与国外
观众见面，还将出产纸质漫画书。

书画展览

□记者 朱琨 实习生 申晓

本报讯 除了两部大片外，书
画上的轩辕一样引人瞩目。昨日
上午，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海内外华人书画名家作品邀请
展”在河南美术馆开展。

该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
部、河南省文联、郑州市政协、郑
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河南省美术
家协会、河南省书法家协会、郑州
市文联、荆浩艺术研究院承办。
活动共展出128幅书画作品，作者
既有国内知名书画家，又有海外
华人、华侨书画家。

华人“超级老祖父”
还要出漫画版

海内外名家
画上拜轩辕

河南省集中销毁
侵权盗版等非法出版物

陈星当选驻马店市市长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打开飞机安全
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
是，就在昨日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南航的飞机上，在飞机
起飞前，郑州一小伙打开了
安全门，目前已经被拘留。

昨日，南航河南航空
CZ6009从郑州飞往韩国首
尔的航班上，一位1994年
出生的郑州小伙，坐在应急
通道处，在飞机起飞前，由
于不明原因，该小伙打开了
应急通道的门。情况发生
后，该航班机组人员向郑州
民航公安进行了报告，民航
公安将小伙及其父亲俩人
带走，并拘留。随后，南航
飞机专业技术人员对应急
通道门进行了恢复，在修复
期间，所有旅客进行了清舱
处理，下机等候。

根据南航河南航空相
关人士介绍，该航班正常起
飞时间为16时40分，延误
两个小时后，最终起飞时间
为18时40分。“可能是因为
没有坐过飞机，出于好奇的
原因打开了门，并不知道打
开门的危害。”南航河南航
空相关人士分析说。

应急舱门不能乱碰，但

是遇到紧急情况就不得不
碰了，因此坐在它旁边的乘
客责任重大。南航河南航
空工作人员介绍，一旦发生
紧急迫降情况，飞机舱门根
本无法让乘客在短时间内
全部疏散，这时就要由坐在
紧急出口位置上的乘客，帮
助乘务人员打开紧急逃生
舱门，并按照机长的指示疏
散乘客。

“为保障飞行安全，登
机后，乘务人员会对每一个
坐在紧急出口旁的旅客进
行提示，无论如何，旅客都
不能擅动紧急出口。如果
旅客擅自打开紧急出口舱
门，会对航班正常运行和航
空安全造成影响，甚至导致
严重后果。”南航河南航空
相关人士说。

记者从南航河南航空
证实，擅自打开应急舱门非
常危险，若是在飞行途中可
能造成空难。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

“盗窃、损坏、擅自移动使用
中的航空设施，或者强行进
入航空器驾驶舱的，处十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安
全门就是重要的设施之一，
不能随意开启。

南阳市一处级官员被调查

飞机起飞前，他打开了安全门
目前，此郑州小伙被拘留

拜祖大典彩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