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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古都洛阳有啥不
一般？它的哪些景点最让人
向往？哪位洛阳名人最受关
注？这些问题，在3月23日，
洛阳市委宣传部联合今日头
条举办的“了不起的洛阳”城
市大数据发布会上揭晓答案。

大数据显示，从2018年2
月至2019年 2月，在今日头
条里，有关洛阳的文章有29
万多篇，总阅读数达到39亿
次。头条统计发布了文化、景
点、名人、美食等领域的数据，
用数字把一个“据”体的洛阳
展现在了大家面前。其中有
啥干货？不妨一起来看看。

●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最受
关注的朝代前五名

1.唐朝2.东汉3.西晋4.隋
朝5.北魏

●最受关注的洛阳历史名人
1.曹操2.武则天3.李世民4.

老子5.司马懿6.赵匡胤7.刘秀

●最受关注的“诗词中的洛
阳”

1.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
冰心在玉壶 2.唯有牡丹真国
色，花开时节动京城3.乡书何
处达，归雁洛阳边4.洛阳城里
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5.谁
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
城6.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
阳向洛阳

●最受关注的洛阳文物前五名
1.白玉杯2.玉钺3.绿松石

龙形器 4.东汉石辟邪 5.三彩
黑釉马

●最受关注的洛阳重大历史
事件

1.丝绸之路2.隋唐大运河
3.定鼎中原4.班超出使西域5.
周公制礼作乐 6.八百诸侯会
孟津

●最受关注的洛阳名企
1.中国一拖2.中信重工3.

洛阳浮法玻璃 4.洛阳北方玻
璃 5.中航锂电 6.洛阳石化 7.
万基控股8.双瑞特装

●最受关注的洛阳科研院所
1.洛阳轴承研究所2.航空

工业光电所 3.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4.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 5.中国
空空导弹研究院

●洛阳城市印象热词
牡丹、武则天、考古、洛阳

铲、地铁、杜甫、龙门石窟、关
羽

●最受关注的牡丹品种
姚黄、魏紫、洛阳红、豆

绿、赵粉

●最受关注的牡丹衍生品
牡丹画、牡丹石、牡丹饼、

牡丹花茶

●最受关注的洛阳自然景观
邙山、老君山、龙潭大峡

谷、白云山、黛眉山、荆紫仙
山、鸡冠洞、重渡沟、花果山、
龙峪湾

●最受关注的洛阳人文景观

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
小浪底、洛阳博物馆、洛邑古
城、丽景门、天子驾六、二程文
化园

●洛阳八大景关注度排名
金谷春晴、洛浦秋风、龙门

山色、邙山晚眺、马寺钟声、天
津晓月、铜驼暮雨、平泉朝游

●最受关注的洛阳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民俗博物馆、

天子驾六博物馆、洛阳古代艺
术博物馆、千唐志斋博物馆

●最受关注的洛阳美食
水席、牛肉汤、胡辣汤、浆

面条、豆腐汤、驴肉汤、丸子
汤、不翻汤、油旋、烫面角、银
条、洛宁蒸肉

●最受关注的洛阳老字号餐
厅

三旦羊肉汤、真不同洛阳
水席、老洛阳面馆、马杰山牛
肉汤、洛阳酒家、马蹄街馄饨、
南关小碗牛肉汤、丹珍汤圆、
西工饭庄

●最受关注的洛阳籍艺人
陈明、孟美岐、王一博、王

洛勇、程琳

●洛阳人最关注的民生实事
地铁、古城快速路、洛阳

市民之家、小游园、兴洛湖城
市驿站、河洛书苑

●洛阳人最关注的休闲方式
读书、摄影、游泳、钓鱼、

广场舞

本报讯 3 月 24 日下
午，洛阳市春都路意诚小区
居民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反映，他们小区的垃圾
已经堆成了山，“我们反映
给物业，物业不管；又反映
给社区，社区说已经交代物
业处理了。眼看着堆积的
垃圾山开始发臭了，居民们
苦不堪言”。

3 月 25 日上午，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来到洛
阳市春都路 67 号意诚小
区。进入小区大门，左侧是
一家幼儿园，与幼儿园一墙
之隔的是6号居民楼北侧
的一条过道，而过道靠墙的
位置堆积着两堆生活垃圾，
相距约5米远，已经散发出
阵阵恶臭。

记者注意到，垃圾堆内
以生活垃圾为主，夹杂着木
块等物品，甚至一辆共享单
车也被丢弃在垃圾堆中，而
隔壁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
院子里玩耍。

幼儿园一名教师告诉
记者，幼儿园刚搬来不久，

“搬来的时候，垃圾堆已经
存在。我们也担心长时间
不将垃圾清理走会对孩子
们的健康造成影响”。该教
师表示，他们也曾向物业公
司反映，但是没能得到解
决。

此外，6号居民楼的楼
梯也丢弃着烟头、纸屑等杂
物，墙壁、住户家门上也被
张贴各种广告，显然已经很
久无人清扫。

在采访中，小区6号楼
居住的一名热心居民向记
者反映，他们6号楼以前一

直归建华社区管理，而建华
社区一直派遣一名工作人
员到6号楼居民家中收取
垃圾清理费，然而从今年1
月份起，6号居民楼被划入
大唐宫社区管理后，小区的
垃圾就没有人清运了。

据该居民介绍，6号楼
以前是一家企业的职工楼，
后来企业不景气，将土地卖
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后来又
开发了0号至5号居民楼，
而0号至5号居民楼建成后
就一直归大唐宫社区管理。

“我们6号楼一共有30
户，常住有27户左右，大多
是外来的租住户，大家都愿
意交垃圾清理费，但是物业
公司也不上门收取，我们反
映给社区，社区又推给物业，
反正至今也没人管了。”居民
们说。

当日上午10时许，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来到
大唐宫社区居民委员会，将
意诚小区遇到的问题反映
至该社区相关负责人。

据该负责人介绍，垃圾
堆积在小区6号楼前一直
迟迟未清运，是因为运送垃
圾的人员提出增长垃圾清
运费的问题没有解决，此外
还有个别住户不愿交纳垃
圾清运费。他们也多次催
促物业公司尽快处理未清
运的垃圾，以免给小区居民
生活造成影响。

随后，大唐宫社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会立即带领
工作人员赶往该社区，现
场督促物业公司和垃圾清
运人员将堆积的垃圾清理
干净。

本报讯 3月 24日是第
2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当日上午，洛阳市疾控中心
等单位共同组织的结核病防
治宣传系列活动第一站在河
南科技大学举行。

今年防治结核病日宣传
活动的主题是“开展终结结
核病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
国”，旨在激发社会各界共同
参与结核病防治积极性，提
升社会公众结核病防治核心
信息知晓率及健康素养，共
同努力达到消除结核病危害
的目标。

活动现场，来自河南科技
大学、洛阳理工学院等学校的
近千名师生共同观看了河南
首部校园预防结核病青春公
益微电影《三剑客“核”心行
动》。该片通过3名大学生在
高校内展开结核病防治行动
的故事，帮助广大师生掌握更
多结核病防治政策和知识，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在活动现场，记者了解

到，结核病是高于艾滋病在
内的单一传染病中的头号杀
手。洛阳市疾控中心的相关
负责人提醒，如果咳嗽、咯痰
两周以上，应及时到结核病定
点医院诊治。对于确诊的结
核病病人，国家将提供6至8
个月免费的抗结核病药物，其
他相关辅助检查纳入职工、居
民医保给予报销和补偿。

据悉，洛阳市结核病定
点医疗机构为河科大一附院
新区医院结核病门诊。孟津
县、汝阳县、洛宁县结核病门
诊设在该县人民医院或中医
院，其他各县定点医疗机构
是该县疾控中心。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诊的病人，可以免
费查痰、拍胸片一张和进行
抗结核治疗。

另外，洛阳市各县（区）
将全面实施三位一体结核病

防治体系，即疾控中心负责
政策实施和督导管理，定点
医院负责门诊住院治疗，基
层医疗单位负责患者管理和
疑似患者转诊的结核病防治
体制。这将较好地解决洛阳
市结防人员严重短缺、防治
力量薄弱的现状，促进洛阳
市结核病防治能力的提升。

划重点
1.肺结核主要通过咳嗽、

打喷嚏传播；2.勤洗手、多通
风、强身健体可以有效预防
肺结核；3.咳嗽、打喷嚏掩口
鼻，不随地吐痰，可以减少肺
结核的传播；4.新生儿和婴幼
儿应及时接种卡介苗；5.如果
咳嗽、咯痰两周以上，应及时
到结核病定点医院诊治；6.与
肺结核病人密切接触者、长
期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
抑制剂的患者、糖尿病人及
65岁老年人是高危人群。

洛阳举办“了不起的城市——洛阳站”发布会

最受关注的名人是武则天还是曹操？

洛阳一小区垃圾堆成山
一墙之隔就是幼儿园

如果咳嗽、咯痰两周以上
应及时到结核病定点医院诊治

提醒！

垃圾堆与幼儿园一墙之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韶萌 通讯员 郝杰 刘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焦勐 文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韶萌 通讯员 梁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