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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剧透

周口出土的越王剑回浙江“省亲”
跨度 100 多年的数把越王剑再聚首，让人们目睹了当时越人的最高技艺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于扬 李玉坤 实习生 郭磊 文 受访者供图

书香河南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开幕

2000 多年前，这些从越国属地生产铸造的“王者之剑”，由于种种原因散落各地。
2000 多年后，这些得以重见天日的“越王之剑”再聚首，
“回”到古代越国所在地浙江。目前，
正在杭州举行的“越颂——中华文物中的浙江传奇”展览中，不同时代的越王剑齐亮相，惊艳了
人们的目光。其中，一把“越王不光错金剑”出土自河南周口。在带有灯光的现代展厅内，这些依
然锋利的“越王剑”，让人们目睹了当时越人的最高技艺。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田育臣
本报讯 昨日，书香河南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大会向全省人
民发出《书香河南全民阅读倡议书》。据了
解，本次大会以“书香润万家奋进新时代”为
主题，设 1 个主会场、18 个分会场。省级主会
场分 6 个板块，展出 4000 余种精品出版物、
20 种数字阅读类融媒产品，还将举办近百种
文创产品展览和 20 余场阅读活动。此次活
动将持续开展 1 个月。
在红色河南板块展区，大别山红色 VR
体验馆吸引不少市民体验。记者体验发现，
戴上 VR 眼镜，眼前出现了大别山红色资源
场景的复原和虚拟场景。在 VR 体验馆旁
边，是主题出版图书听书墙，分“新时代新经
典”和“新四史”两部分，通过手机扫码图书右
下角二维码，
可直接收听。
出彩河南板块展区，展示了一排外语类
书籍，展台上“豫版图书在海外”几个大字格
外显眼。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我省 16 家出
版单位近年来共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120 个、资助资金达 1.8 亿元；500 多个项目入
选国家级规划。三年来获得国家级奖项就有
30 余种，
居全国前列。
此外，中原文化还走出了国门。十九大
以来，我省与海外出版机构达成图书版权输
出 609 种，海外出版图书 423 种。
《中国医疗
废物应急管理与处置指南》由河南科技出版
社出版，2020 年 6 月经联合国巴塞尔公约组
织推广到全球 187 个国家，展示了中国的抗
疫经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门来信对中原
出版传媒集团表示感谢。

跨度 100 多年，
数代越王剑共同“返乡省亲”
本次展出的这几把越王剑，所处时代均在越王
勾践之后。其中，最早的一把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越王者旨於睗剑”。据记载，者旨於睗是越
王勾践的儿子，也是越国第 3 代君王。除此之外，还
有河南周口出土的“越王不光错金剑”以及湖北荆门
子陵岗楚墓出土的“越王州句剑”等，年代跨越从“者
旨於睗”到
“不光”
，前后历时 100 多年。
出土自周口市淮阳区王店乡的“越王不光错金
剑”，为 1983 年出土，系周口市博物馆的其中一件镇
馆之宝，该剑长 59.9 厘米，宽 5.4 厘米。对于这把剑
的由来，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分析说，越国地处
长江下游地区，曾与地处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进行
征战，最终为楚国所灭，该剑可能是楚国灭越的战利
品，或者越国馈赠楚国的贡品。
当时的越人绝对不会想到，2000 多年后的今天，
凝聚着他们智慧的结晶，会以这种方式展示给后
人。据正在浙江杭州参展的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
山介绍，越王剑展窗前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纷纷拍
照留念，记录下来自 2000 多年前的珍贵文物。

古代人为何喜欢铸剑？越王剑为何多出土自楚墓？
据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以铸剑闻名。在
那个青铜盛行的年代，由青铜材质打造的兵器，无疑
成为君王、将领的身份象征。所以，直到今天还有
“自古吴越出名剑”
的说法。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查阅资料获悉，前面提到的
勾践之子“者旨於睗”，虽然在位时间只有 6 年，但目
前出土的属于他的剑就有 9 把，浙江省博物馆的越王
者旨於睗剑，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越国君王“州
句”
，目前出土的属于他的佩剑已有 10 余把。
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出土的越王剑
来看，多来自于楚墓。这又是为何呢？
“这就要从越国历史来分析了。”周口师范学院
教授杨文森说，越王勾践去世后，越国内乱频发，历
史上有过多次弑君事件。而当时的楚国与吴越国相
邻，便趁着越国内乱大举出兵，而这些越王剑极有可
能是被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楚国，直到后来出现在楚
国贵族的高等级大墓中。

新蔡消防
持续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检查
为深入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巩固提升
工作，近日，新蔡县消防救援大队持续开展高
层建筑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大队检查人员重点对各高层建筑内部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建立健全、消防设施器
材是否保持完好有效、是否按照要求规范设
置充电桩、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是否违规在
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是否存在私拉电线等情
况进行了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
见，及时清除各种火灾隐患，为居民营造了良
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王鹤）

“越王不光错金剑”
出土自河南周口

公 告
小浪底南岸灌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因
工程建设需要,需对 Y 崔白线 K0+84m 处路段采用明挖施工。为确保
工程顺利施工,按照《公路法》第 32 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 51 条,现
公告如下：
一、施工范围：Y 崔白线 K0+84m 处路段，全长 50m,采取明挖施
工,开挖施工期间，过往车辆及行人请走施工便道通行。
二、施工时间：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及行人自觉遵照交通标志的引导,服从现场
管理人员指挥,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洛阳市孟津区交通运输局 洛阳市公安局孟津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市场服务

公 告

因新郑公交刷卡系统升级，原
炎黄一卡通公交卡不能使用，自即
日起，请持卡市民在工作日期间前
往公司办理退卡手续。
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交通执法
大队院内三楼西侧办公室
咨询电话：69956128
新郑市中汇通一卡通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13676972177
65795666
大河报广告服务热线
13676972177
2022 年 9 月 23 日
广告

扫描二维码加好友线上咨询办理业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郑州磐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郑州磐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达成的资 产 转 让 协 议（合同编号：[ZZFH2022-0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郑州磐泽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郑州磐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州磐泽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公告清单

债权基准日：
2022 年 6 月 1 日 （人民币：元）

借款人
名称

截 至 2022 年 6 月
1 日未偿本金余额

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未
偿利息（含罚息）余额

借款合
同编号

1

河南顺美
达科贸有
限公司

24500000.00

7214195.99

公借贷字第
ZH160000
0032760 号

2

河南顺美
达科贸有
限公司

25000000.00

7268338.30

公借贷字第
ZH160000
0032107 号

序号

合计

49500000.00

14482534.29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22 年 6 月 1 日
的未偿还本金余额及欠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郑州磐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高保字第
的利息及应付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约
《流 动 资 金 河南盈瑞置业 DB1400000143970
贷款借款合 有 限 公 司 、张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和生效法律文
DB1500000033920
同》
智霖、王倩倩
书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并已由转让方垫
《最高额担保合同》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用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
公高保字第
《流 动 资 金 河南盈瑞置业 DB1400000143970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贷款借款合 有 限 公 司 、张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DB1500000033920
借款合
同名称

同》

担保人名称

智霖、王倩倩

担保合同

《最高额担保合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郑州磐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