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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发掘的第一个史前村落
遗址仰韶村、夏都二里头村、“一片
甲骨惊天下”的小屯村，还有出土
了 8 千年前骨笛的贾湖村、汝官窑
烧造区清凉寺村等等。这些原本
普通寻常的村庄，因为这些载入史
册的一个个重大文化遗址而变得
与众不同。

近日，记者走进这些大名鼎鼎
的小村庄，感受这里独特的文明传
承和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村民们
为自己祖先创造的显赫文化倍感自
豪，但也面临相同的发展困境。

小村庄的大规矩

“俺村不能起坟，不能深翻土
地，甚至不能打井修渠。一句话，
不能搞啥基本建设。”问起遗址村
村民村里的规矩，几乎都能说出几
句这样的话来。这无须诉诸文字
的村规民约，已成为村民长期固守
的规矩与习惯。

正是这一个个“不能”，让像仰
韶文化遗址、殷墟等这样举世闻名
的文化遗址，得以较为完整地保持
了它的原始面貌。

除了这些令人尊敬的规矩，遗
址村村民大多还有着难能可贵的
文物保护意识。

位于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
的贾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前期的
重要遗存，被誉为“人类从愚昧迈
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这里发现
了世界最早的乐器——骨笛等多
项世界之最，文化积淀极为丰厚。

“想盗咱的文物，那可不中。”
30 多年前就目睹了第一只骨笛出
土的村民贾普选，讲起了几年前制
服两个盗掘者的事儿。一个“咱”
字，透出百姓对贾湖遗址的感情，
虽然出土的任何东西都不属于自
己，但在村民心目中，它有一种天
然的亲近感。

看到有人在遗址断壁上抠摸

彩陶残片，仰韶村民就会警惕地上
前打问，不许带走。几乎每个遗址
村都有几名农民文物保护员，没有
任何报酬，却坚持看护遗址。一些
村民经常参与考古挖掘工作，有的
还成了“土专家”。

何时告别“守着金碗要饭吃”

“这底下可埋着中华民族的大
秘密。”指着刚刚泛绿的麦田，二里
头村会计刘宏欣对家乡的自豪感，
很快被“公路绕着走，桥梁躲着走，
有项目不让建，眼巴巴看着周边村
发展得红红火火，我们守着金碗要
饭吃”的窘状所代替。

二里头遗址是学术界公认的
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为研究夏商
文化、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重
要物证。村民为“二里头人”的身

份感到骄傲，出门在外挂在嘴边的
是，“可以不知道河南，不知道偃
师，你会不知道二里头？”

然而，现实是，“人均三四分地，
没有支柱产业，俺村人都去别的村
打工。”刘宏欣的失落感在于，二里
头曾经是河南农村的“领头羊”。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二里头有包括化
工厂在内的多个村办企业。

随着遗址保护规范化，二里头
的工厂全部关停，新的项目不能落
地，快速通道也远远绕开，二里头像
是被隔离于社会的孤岛，全村 4000
多人守着 1600亩地。放眼全村，民
房多是数十年前建的，偶尔点缀几
座小楼，硬件条件并不算差，但与周
边村庄相比，差距却很明显。

殷墟遗址所在的安阳小屯村，
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任 20 多年
的村支书何永献直言：“我没有给

父老乡亲带来啥经济效益，感到心
里有愧。”小屯村一直恪守着政策
红线。

按照有关规划，近 30平方公里
的殷墟遗址保护区内，不能发展工
业，不能搞城建，人均耕地不足半
亩，绝大多数村民致富无门，甚至
住房紧张问题都长期得不到解决。

2001年殷墟申遗之前，人口不
足 1300的小屯拥有三轮车厂、养殖
场等七八个经济项目，关停后，外
出 打 工 成 了 村 民 的 唯 一 收 入 来
源。何永献用农村最看重的婚姻
大事，来解释小屯经济水平的变
化：“过去小屯的孩子很早就结婚
了，现在 30多还找不到媳妇。”

寻找保护与发展的共赢之道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

大量留存的文化遗址承载着丰富
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国家一直
将其当作文物保护的重中之重。
对此，遗址村百姓颇能理解，也把
保护视作自己的天职。这些文化
遗址的共同特点是考古价值高，但
观赏价值低，面积可观的遗址公园
带来的收入却不可观。

如何在保护好遗址的前提下，
兼顾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亟须从政策制定、体制管理等方面
寻求破解之道。

对于遗址村为文化遗产保护
做出的牺牲，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
者表示感激和理解，并希望国家考
虑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
实际困难，从政策层面予以倾斜，
如建立文物保护补偿机制。

“殷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
不能光喊着保护而让老百姓做出
牺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认为，
文物保护与生产生活是相辅相成
的。限于欣赏水平、知识背景的门
槛，文化遗址当前不足以对游客形
成吸引力，周边居民很难从旅游经
济受益，改善民生仍需政府担起责
任。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
究所所长张新斌指出，文化遗产保
护问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尤其是
世界文化遗产与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建
立对当地的补偿机制。

他进一步建议，国家应修订对
地方政府的考评机制，对殷墟、仰韶
等文化遗址所在地出台专门的政
策，使当地政府安心保护，当地百姓
真心保护，真正实现文物保护、民生
改善、社会发展的多赢局面。

据悉，国家有关部门也了解到
百姓呼吁，提出要尽早解决遗址区
内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切实改善遗
址区内人民群众的生活，努力实现
遗址区与周边区域的全面和谐发
展。

（新华社郑州11月25日电）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11月 25
日，郏县广阔天地乡邱庄村，道路
整洁、街巷干净。

“我们村现在村风特别好，家
庭和睦、孝敬老人、村容整洁，村民
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说
是到处盛开着文明幸福之花。”邱
庄村党支部书记孙国群自豪地说。

而“到处盛开着文明幸福之
花”的原因，孙国群坦言“和‘星级
文明户’评选密不可分”。

原来，邱庄村及其所在的广阔
天地乡近年来通过在基层农村开
展“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在广大农
民群众中大力弘扬家庭美德，积极
倡导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家庭文明促进农村文明和谐、社
会进步。

按照科学、规范、易于操作等
原则，广阔天地乡制定出了守法
星、致富星、和睦星、卫生星等十项
非常“接地气”的星级标准，通过村
民自评、集中评议、村两委审核，授
牌表彰“十星级”文明户。

郏县文明办负责同志介绍说，
广阔天地乡还建立了星级文明户
档案，对文明户进行动态管理，不

符合标准的家庭适时摘星，不断强
化村民自律意识。同时对于“星级
文明户”在小额贷款发放、兴办生
产经营项目、农业产业化扶持等方
面给予优惠政策。

这位负责同志说：“星级文明
户创评的开展，也激发了星级户们
的热情，一大批‘科技兴农星’、‘创
业致富星’成了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的生力军。”

小程庄村村民程建停是村里
的养鸭能手，被评为创业致富星
后，他联合几个养殖大户成立了养
殖协会，带动村里 30 多户发展养
殖业。“光自己富了不行，还要带动
村里老少爷们共同致富。”程建停
说。

截至目前，广阔天地乡已经评
选表彰了 312户“十星级文明户”，
孝敬老人、热心公益事业已经蔚然
成风；比家庭和睦、比增收致富成
了一种新时尚。

“在我们邱庄村，家家户户以
上‘星’为荣，大家都把心思用在和
谐家庭、和谐乡村建设上，用在致
富发家上，年人均纯收入也超过了
12000元。”孙国群说。③12

本报讯（记者李凤虎 实习生
焦莫寒）目前，郑州市区多条主干
道同时施工，交通压力巨大，11月
25 日起，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集中治理市区 25 个交通拥堵路
口，严查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
行为。

据郑州交警部门统计，目前，
郑州市金水路、花园路等 40多处道
路正在施工，农业路快速化工程、
黄河路地铁 5号线、北环彩虹桥大
修等道路施工也即将开始，郑州市
区道路交通将进入一个“休克期”。

为有效改善交通状况，郑州交
警部门加强对市区 25个交通拥堵

路口路段的治理。每天从 7 时 30
分至 20 时，一线交警在拥堵路口
路段加强指挥疏导，严查主干道、
景观道机动车违法停车。

“百日行动”期间，郑州交警部
门严查非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
人力架子车、畜力车）不按规定停
放、路口越线停车、逆行、闯红灯、
违法载人，严查行人闯红灯、跨越
道路隔离设施等违法行为。对查
处的非机动车和行人，一律处以
50 元顶格罚款，对驾驶人拒绝接
受罚款处罚的，一律暂扣其车辆，
对妨碍交警依法执行公务的，将追
究其相关法律责任。③6

本报讯（通讯员董水华 周红伟）
日前，卫辉市检察院被评为新乡市
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

为加强廉政文化的渗透力，卫
辉市检察院经过反复探索、实践和
修正，逐步形成了年有规划、月有
计划、周有安排、日有记录和每季
度必做、每月必做、每周必做、每日
必做的“四有四必做”纪检监察工
作新模式。通过对年度工作理出
头绪、找出重点、分出步骤、排出工
期，用量化考核作牵引，用台账管
理实施过程控制，用监督问责来促

效和倒逼的党风廉政建设履职尽
责新模式，保证了院党组、纪检监
察部门和各个责任人，工作有目
标、履责在平时、落实在日常，评判
有标准、失职受追究。

随后，该院党组围绕“责任清
单”，党组成员每周轮流带班，围绕
迟到早退、公车私用、禁令执行以
及职务履行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和
慢作为现象，进行不间断的督察。
截至目前，围绕正确履职排查出党
组风险 12个、部门风险 151个、个
人风险 648个。③10

本报讯 （记者栾 姗）初冬时
节，郑州市紫荆山路与城南路交叉
口的商代古城墙外部，建筑人员正
在加盖一个土黄色的“保护壳”，千
年商都遗址仿佛披上“黄金甲”，吸
引了众多行人驻足观看。

11 月 25 日，记者从郑州市商
城遗址保护管理处获悉，为保护展
示郑州商城内城南城墙紫荆山路
断面，对该节点 1700 米城垣两侧
断面遗址进行保护性设施建设。

管理处处长宋秀兰说，加盖上保护
壳是为了使城墙断面不受人为因
素以及雨水等自然因素破坏，西
安、洛阳、荆州、成都、曲阜等全国
很多大遗址都在采用。

该项工程将于年底前竣工。
届时，东侧城墙内规划有一个 1~2
米宽的小展厅，游客走进城墙内
部，可以看到商代的红色夯土层、
战国时期的白色夯土层，近距离感
受商都 3600年的历史遗存。③10

本报讯（记者惠 婷 温小娟）
11月 25日上午，郑州大学与浙江
奥翔药业有限公司签订专利技术
转让协议，将郑州大学常俊标教
授研发用于治疗脑血管疾病的

“一类新药布罗佐喷钠 (BZP)”以
4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浙江奥翔
药业有限公司，创造了郑大单项
成果转让最高纪录。

脑血管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
的三大疾病之一，在全球范围内，
每 年 约 460 万 人 死 于 脑 血 管 疾

病。我国是脑卒中死亡率高发地
区，2010 年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诊治指南显示，居民现患脑血管
病 700万人，每年新发生脑血管病
200万人，其中 150万人以上死亡。

常俊标介绍，我国目前常用
治疗的三类药物中，有两类治疗
效果不显著，会造成不良反应。
他所研制的“一类新药布罗佐喷
钠”是在另一类药物基础上开发
的全新化合物，拟用于治疗轻、中
度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据了解，

这个历时 13年，集合 50多人智慧
一同研发的新药预计明年四五月
份进入临床，三期临床后患者可
以使用。

此外，这项研发成果还创造
了郑大单项成果转让最高纪录，
而上次纪录的创造者，也是常俊
标研发的抗艾新药，于 2011年 12
月 16 日以 4000 万元的价格花落
北 京 兴 宇 中 科 有 限 公 司 ，并 于
2013年 4月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试验。③6

本报讯 （记者王 平）11月 24
日 14时 40分左右，民权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310 国道
民权县罗庄超限检测站发生一起
2人喝农药事件。县公安局 110指
挥中心、120急救中心立即前去处
置，将喝农药者张高兴、侯燕送往
民权县人民医院救治。张高兴经
抢救无效死亡，其妻侯燕经抢救已
脱离生命危险。

经初步调查，9月 27日 14时左
右，车牌号为豫N77607的货车行驶
至 310国道民权县罗庄超限检测站
时，强行闯卡，被执法人员拦停后，
经检测称重发现，该车属严重超限
超载运输车辆。司机李红磊在超限
检测单上签字确认并按有手印，但
没接受处理并锁上车门自行离开。

11 月 24 日，张高兴与其妻子

侯燕及古继伟（现聘司机）到民权
县罗庄超限检测站进行交涉，要求
不卸货放车，而超限检测站要求按
规定先卸货，再进行处罚，双方意
见未达成一致，张高兴夫妻随后在
超限检测站检测辅道旁拿出随身
携带的农药喝下。

事件发生后，商丘市委、市政
府，省交通厅高度重视，主要领导
第一时间做出安排部署。民权县
委、县政府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成
立了调查工作组，立即分头赶赴罗
庄超限检测站开展工作，对涉及人
员展开调查，对有关材料进行了取
证、封存。商丘市委、市政府，省交
通厅有关负责同志到医院对救护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全力救助并做
好善后安抚工作。目前，调查组正
在对该事件进行详细调查。③6

郑州交警集中治理 25个拥堵路口

严查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

卫辉市检察院

构建党风廉政建设新模式

商都遗址披上“黄金甲”

民权一超限检测站
发生2人喝农药事件
当地政府已成立调查组处置

文明的守护 现实的窘迫
——走进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村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双 瑞

郏县

评选星级文明户
引领文明乡风

郑大4500万转让脑梗死新药

图① 杨雅茜将自己亲手画的一幅画送给恩人们。

图② 2013年 8月 9日，公安消防官兵、120急救中心人员
正在对杨雅茜实施救助。 （资料图片）

11 月 24 日，被无数网友称赞
的“坚强女孩”杨雅茜在妈妈的陪
护下，来到位于安阳市水冶镇的消
防支队辅岩路中队，看望并答谢她
的救命恩人——即将退伍的消防
官兵，并将自己亲手画的一幅画送
给恩人们。

2013 年 8 月 9 日，10 岁的小女
孩杨雅茜被一辆满载货物挂车卷
入车轮下，生命垂危。安阳公安消
防官兵、120 急救中心人员及时救
助，使杨雅茜获得新生。⑤3

毕兴世 毕西洋 摄影报道

“坚强女孩”
警营谢恩人

②②

①①

11月 25日，内黄县池家年画传承人池建周正在对少年儿童进行木
版年画制作指导，努力让已有 600 多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
承和发展。⑤3 刘 超 刘院军 摄

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的贾湖遗址标牌（10月 29日摄）。 新华社发

建筑人员正在为商都遗址加盖“保护壳”。⑤3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向阳）11 月
25 日，省委宣传部、省老促会、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举办的省会
新闻媒体 2014年“革命老区行”集
中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

据悉，本次采访活动是我省
新闻宣传工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支持老区发展、推进中原经济区
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省新闻
战线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持续开展“走转改”活动的

重要内容。参加本次活动的记者
们纷纷表示，将按照“三贴近”、

“走转改”的要求，深入革命老区，
用群众的语言、精彩的画面，“短、
新、实”的文风，宣传革命老区发
生的重大变化，讲好老区故事，讲
好河南故事。

采访团由来自 19家省会新闻
媒体的 22名记者组成。启动仪式
结束后，采访团成员集体乘车奔赴
郑州、三门峡两地的革命老区，开
始为期 7天的集中采访。③9

省会新闻媒体
聚焦革命老区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