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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1 元也无人问津？
景区回应：十一期间接待游客 36112 人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曼 实习生 卜鑫 文图

我国院外抢救成功率不到1% 有的国家达50%

“把握抢救白金十分钟”
可有效提升自救、互救抢救成功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焦勐 通讯员 孙爱明 文 焦勐 摄影

游客正在参观

一年一度的十一黄金周刚刚过去，不少出门旅游的市
民都在抱怨景区“人从众”的人海景观，更有市民称到景区
看不到景，满眼望去全是人。而 10 月 9 日，一则拍客视频
却在微博引起了热议，视频拍摄地为洛阳市伊川县的二程
文化园，视频显示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即使景区推出门票
1 元的优惠政策，二程文化园却依然门庭冷落。昨日记者
赶到二程文化园，对景区进行实地探访。
视频在网上引热议
视频拍摄时间为 10 月 7 日，国庆
长假的最后一天。视频中，二程文化
园里游客寥寥，几名正在参观的游客
表示，十一期间几乎没有看到外地游
客，都是当地人过来参观。也有游客
表示，景区是再造的人文景观，历史
意义并不突出。而另一位正在参观
的游客则表示，景区建在县区，拍照
都能看到附近的现代建筑，并不太符
合景区人文历史景观的定位。
昨日，记者来到视频拍摄地二程
文化园，在售票处记者了解到当日景
区依然实行国庆期间门票 1 元的优
惠 政 策 ，平 日 里 门 票 价 格 则 为 60
元。景区地处伊川县鹤鸣西路，在景
区门口的广场上，有许多附近居民在
散步、游玩。整个园区分为程林祭拜
区、程庙纪念区、书院文化区、自然生
态公园四部分，是集旅游、休闲、教育
为一体的综合性儒学文化园林。
在售票处，几位游客正在购买门
票，而登记簿上则显示当日已有不少
游客通过购买 1 元门票进入景区参
观。在书院文化区内，十几名游客正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有序参观。当被
问及参观景区的感受时，几位游客表
示景区建筑复古、雄伟，能够感受到
浓浓的历史人文气息，非常值得前来
参观。
张先生是伊川当地人，平日里有
空就会来二程文化园游玩。对于网
上流传的二程文化园门庭冷落的视
频，张先生并不认可，
“不仅我们当地
人会来，许多外地人也会专程来参
观，二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大的影
响，怎么能说没有历史意义呢”。张
先生告诉记者，虽然景区大部分是再
造仿古建筑，但是景区是在程颢程颐
墓园基础上修建的，景区里的千年古
柏更是二程在中国历史上的见证。
张先生告诉记者，为更好宣传传统文
化，园区每到节日都会举行传统纪念
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观，不仅能了
解到传统文化，还增加节日气氛，非

常热闹。
“修建这样的文化园，正是为
了让现在的人们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和了解，我认为很有必要。”张先生
说。

园区回应：
十一期间接待游客 36112 人次
对于此次景区在网上意外走红，
受到广泛关注，昨日记者从伊川二程
文化园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了
解到，视频拍摄内容与实际情况并不
完全相符。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
周里，景区共接待游客 36112 人次。
记者也从景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景
区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会有许多游
客前来参观，在一些重大节日里，景
区也会组织许多传统活动，吸引全国
各地的游客。
据介绍，二程文化园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景区是由程颐三十一世孙、兴
亚集团董事会主席程道兴先生个人
捐资，在原有程颢程颐的家族墓园基
础上扩建的大型儒学文化园林。据
介绍，二程文化园总投资 3.5 亿元，修
建历时 13 年，在程道兴的不懈努力
下，二程文化园于 2017 年 4 月 3 日举
行开园仪式。
记者从管理处了解到，由于本次
十一国庆假期恰逢洛阳市的河洛文
化节，二程思想又是河洛文化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因此景区才特意推出了
1 元优惠门票政策，吸引全国各地的
游客来此感受二程文化的影响。
据管理处介绍，
二程文化园属国有
制景区，
景区并不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更多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二程思
想和传统文化的场所。同时，
该管理处
也表示，
二程文化园是中国理学的朝圣
地，
但是景区目前在宣传推广方面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
与影响力还不够高。今后景区将坚持
打造理学圣地和弘扬传统文化，
不断丰
富景区内涵，
提升自身文化影响力，
让
更多人了解二程文化思想。

现场传授抢救方法

本报讯“意外发生时，第一时间
为伤者提供有效救护的人就是我们自
己 ……”2018 年 10 月 10 日 10 时 10
分，第九届“急救白金十分钟——全国
自救互救日”洛阳站活动成功举行，现
场宣读了《倡议书》，呼吁：掌握正确的
抢救方法，在伤病到来之时，你就可能
挽救他人，
创造生命奇迹。
当日上午 10 时 10 分，活动正式开
始，与会领导及嘉宾为参加活动单位
授旗。随后，洛阳市 120 急救指挥中
心主任陶亚江宣读了《倡议书》。
《倡议书》提到，目前要保证救护
车在 10 分钟赶到伤病现场是困难的，
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清醒地认识到：意
外发生时，第一时间为伤病者提供有
效救护的人就是我们自己。
“重视急救
有效性，把握‘白金十分钟’”的急救理
念为大众自救互救的广泛推广提供了
理论支持。
陶亚江说，自救互救是一切伤病
急救的开始和基础，它具有比专业救
护更高的救治时效值，它是不能被专
业救治所替代的；它为专业救治提供
关键基础，与专业统一体，是比专业救
治更重要的一个急救阶段；是抢救、救
援链上独立的一环，这个环节开始得

好坏决定了后续治疗的效果。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近 54 万人发
生猝死，超过 80%发生在院外，抢救成
功率不到 1%。在高度普及心肺复苏
知识的国家，通过现场互救抢救成功
率达到 50%左右。
活动期间，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洛阳市妇女
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等 14 家医疗卫生单
位的急救
“高手”
齐聚一堂，
他们通过现
场演示等方式，
为市民们讲解急救知识。
在现场参加活动的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常务副书记毛毅敏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急救的前 10 分钟时
间是最关键的，
“ 因为 10 分钟就会造
成人体的脑死亡，而且是不可逆的脑
死亡。”如果市民了解“急救白金十分
钟”的重要性，懂得和掌握急救知识、
技能，就能够有效地恢复病人的脑供
血，甚至为医生赶到现场采取专业救
治争取更多的时间，同时能够降低死
亡率、提高抢救的成功率。
“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我们的
医护人员，有责任、有义务走向社区、
广场、学校去推广，去普及这些急救知
识、技能，让我们的居民都具备这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
”毛毅敏说。

宜阳县执行工作联席会议
在宜阳县法院召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伊乐林
本报讯 9 月 30 日，宜阳县执行工
作联席会议在宜阳县法院召开。县委
常委、
政法委书记王定泽，
县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石彩云，
县政协副主席马耀章，
县
法院院长赵刚毅，
县检察院检察长任印
强，
县公安局政委邢彦涛及各执行联动
成员单位的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宣读了《关于建立对失信被
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办法》，
赵刚
毅院长通报法院执行工作情况，
公安局、
国土资源局、宜阳农商银行与会人员发
言表示将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最

后，
王定泽书记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充分
认识支持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重要
意义，
牢固树立执行联动
“一盘棋”
意识，
强化联动配合，
真正形成工作合力，
着力
解决执行难问题，让群众心有所盼、行
有所依，
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同时，加快建设县公共信用信息
平台、加强失信联合惩戒、推进执行查
控体系建设、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制度等，落实工作责任，严格督导问
责，切实提升司法权威和党委政府的
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