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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1月 15日晚，
2016 年 CCTV 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
典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
作为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夺冠的绝
对核心，河南姑娘朱婷当选最佳女运
动员；中国女排连续第三年荣获最
佳团队奖，同时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郎平连续第三次包揽最佳教练奖；
最佳男运动员奖由乒乓球名将马龙
斩获。

2016 年朱婷的表现堪称完美，
作为球队主攻她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带领中国女排一路高歌猛进，时隔
12 年再度夺得奥运会冠军，并斩获
了奥运会女排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
主攻两项大奖。不过，与朱婷竞争体

坛风云人物最佳女运动员的也都是
里约奥运会上的冠军级人物，包括乒
乓球选手丁宁、田径运动员刘虹、射
击队员张梦雪和自行车选手钟天
使。最终朱婷凭借无可替代的核心
作用，拿下了这个含金量十足的女子
最佳。

身在土耳其无法现场领奖，朱
婷通过视频连线发表了获奖感言，
她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她原本认为
应该是丁宁获得女子最佳的，因为
丁宁作为乒乓球女运动员非常棒。
朱婷认为自己获得这个奖项应该感
谢球迷和评委们对她的肯定，这也
将激励着她在 2017 年有更加出色
的发挥。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1月 15日，记
者从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
省卫计委及全省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卫生计生部门相关人员日前收听
收看了全国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视
频会议。

省疾控中心 2016 年 12 月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报告显示，我
省季节性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不容
乐观。临近春节，既有返乡、外出人
流高峰，又有大量过境中转人流压
力。全省既面临经呼吸道传播的冬
春季传染病防控压力，又面临输入性

传染病防控压力和新发传染病防控
压力。

会议要求，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要充分利用传染病网络直报和专病
报告系统，切实加强冬春季常见传染
病的监测，密切关注流感、禽流感、麻
疹、结核病等疫情；各级结核病防治机
构要加强对辖区内寄宿制学校结核病
疫情的监测和处置工作；各类医疗机
构要特别加强流感监测、住院严重呼
吸道病例监测网络作用，持续提升传
染病的发现能力、诊断能力、救治能
力。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13日，
记者获悉，《河南省公安交通警察总队
加强全省交警队伍管理十项规定》下
发，内容包括从严治警的“十项规定”。
今后，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将严格进行责任追究。

“十项规定”包括严格工作纪律、
严格廉洁自律要求、严格交通违法处
理、严格交通事故处理、严格车驾管业
务办理、严格行政强制措施适用、严格
禁止以罚代管，严格非执法主体管理，
以及严格涉案停车场、修理厂、抢险救
援单位和施工现场监管等。

“十项规定”对交通协管员等非执
法主体参与执法、一些单位将罚款量
作为考核标准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也
做了严格限制。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负责人表示，
交通协管员等非执法主体违反上述规
定的，一律予以开除、辞退或解除劳动
合同，全省交警系统不得重新录用。
民警和单位负责人违反上述规定的，
根据情节给予免职、禁闭、调整工作岗
位、停止执行职务、通报批评、诫勉谈
话等处理；构成违纪行为的，按照有关
规定给予纪律处分。③7

□本报记者 温小娟

你还记得去年的“牛肉汤”“大宝
剑”考古发现吗？1月14日，在省文物
局主办的“启封中原记忆，感知河南考
古”2016年度河南考古新发现公众报
告会上，发掘它们的信阳城阳城址18
号战国楚墓考古专家和发掘荥阳周懿
王壁画墓、郑州东赵遗址、洛阳西朱村
曹魏大墓的专家走出“学术的象牙塔”，
向现场观众揭秘考古背后的故事。

这是我省首次举办针对公众的考
古报告会。从微博直播考古现场到公
众报告会，这些悄然的改变都表明河
南考古正在走向开放，走向公众。

新媒体架起考古与公众
之间的“桥梁”

去年，河南两项考古新发现——
洛阳曹魏大墓、18号战国楚墓备受瞩
目。从考古价值来说，18号战国楚墓
无法与洛阳曹魏大墓相提并论，然而
一场微博直播却使它成了“明星墓”。

2016 年 12 月，省考古研究院打
破常规，利用官方微博@河南考古首
次图文直播 18 号战国楚墓发掘进
展。因出土的陶鼎内有牛骨和积水，
被@河南考古小编比喻为一锅 2000
多年“牛肉汤”之后，迅速走红网络；随
后发布的11秒“宝剑一出，谁与争锋”
短视频，播放量更是惊人的近1000万
次。诞生不足仨月的@河南考古一跃
成了有影响力的“网红”，开设的话题

“考古现场”阅读量近 7000万次。除
了微博直播，省考古研究院还利用官
方微信向公众传播考古工作知识，分
享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网友@木子说，以往，提到考古，人
们的印象更多的是“神秘”“高冷”，是一
份枯涩难懂的“学术报告”。微博直播
向观众揭开了考古的神秘面纱，架起
了考古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满足
了公众想了解考古、了解历史的渴望。

重建人们对中华文明的想象

“这座墓为什么没有青铜器”“这

些碎片有价值吗”“这座墓葬今后计划
如何保护”……当天的考古公众报告
会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考古专家与公
众展开了一次次的互动。

“这次能跟考古大咖面对面地交
流，对我来说是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储
备的好机会。”来自郑州大学考古专业
的小李同学冒着严寒穿越半个城市一
大早就赶到了会议现场。

“让人十分欣慰的是，会场上大部
分都是年轻的面孔。首次尝试举办考
古公众报告会，既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活起来’号召，也希望通过这样方
式让公众了解河南考古，感受河南古
代文化魅力。”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
林表示，今后将持续举办考古公众报
告会。

“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是复原古代
社会，诠释古代文明，让人民对古代历
史和文化有直观认识，更加坚定我们
的文化自信。这也是我们致力于公众
考古的目的。”省文物研究院副院长
刘海旺说。

提高文物保护参与度

河南是文物资源大省，也是考古
大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最终目
的还是让文化遗产与人民生活相融
合，使文化遗产惠及于民，服务社会。”
刘海旺认为，把具有学术意义的考古
发掘转化为与公众分享的历史信息，
从侧重发现和研究走向传播知识，有
助于帮助大众成为自觉的文化遗产保
护者。

事实上，近年来，我省在文化遗产
保护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评选年
度考古新发现、举办“文化遗产日”系
列活动、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民众
对考古热情高涨，是一件十分可喜的
事情。决定文物保护水平的除了技
术，更是理念、认识的问题。发展中国
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文物
的破坏往往会比较剧烈。要使群众的
文保意识化为自觉的行为，公众考古
还需要加把火。②40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黄
海涛）“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政府能
不能想办法从民政上给我支几个救济
款，先应应急……”春节前夕，沈丘县
卞路口乡马楼村 70多岁的“贫困户”
刘大娘又来到乡扶贫办。这样的话她
说得不止一次了。

乡政府不是不管，对她的情况了
如指掌。刘大娘老伴死得早，一个人
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现在，两个儿子
都已成家，有房有车还跑着生意，说不
上大富大贵，手头倒也宽绰。

可惜两个儿子谁都不想招刘大娘
“这一摊儿”。老人缺钱时向儿子要，
俩儿子相互推。老人就不断找乡政府
要“救济”。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农村不是个
例，儿女不孝顺却想让政府买单，这是
扶贫工作中发现的道德建设问题。”卞

路口乡党委书记牛晓靖说，“还有更严
重的，有的贫困户拿到扶贫款就去赌
博酗酒；有的贫困户在红白事上借钱
也要大操大办……”

扶贫更要扶德。卞路口乡创造性
地把“道德扶贫”纳入了扶贫工作的考
核范围。为了使这项工作更具有针对
性和操作性，乡扶贫办将扶贫对象分
门别类，有“子女不孝型”“吃喝浪费
型”“不求进取型”“家庭不和型”“ 赌
博酗酒型”等。

“刘大娘贫困属于‘子女不孝
型’。帮助转变孩子的思想，唤醒他们
的孝心是我们扶贫工作的重点。”牛晓
靖嘱咐扶贫办工作人员说。

当天下午，乡扶贫办把刘大娘的
儿子儿媳、马楼村干部叫到了乡政
府。乡、村干部轮流给两家上“孝心
课”，讲政策、讲法律、讲后果，最后在

大家的共同见证下签订赡养协议，每
家每月支付老人赡养费 300元，刘大
娘当天就“脱贫”了。

在“道德扶贫”过程中，卞路口乡
广大党员干部既做宣传者又做示范
者，听民情、察民意，加强对贫困户的
道德教育和思想帮扶，以党风带民风
促乡风，以文明乡风助力精准扶贫。

全乡成立“红白理事会”60多个，特
别对贫困户做出硬性规定：红事每桌消
费不超过300元，白事每桌不超过200
元标准。刹歪风，除陋习，倡导简朴节
约，遏制铺张浪费。广泛开展“乡贤、孝
贤”“好家风、好家训”“好婆婆、好媳妇”

“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用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在各村主要街道和文化广场
打造思想道德“文化墙”，有介绍村规民
约的，有传播家风家训的，有讲述传统
美德的，还有倡导自强致富的……

全乡树美德、倡文明风气蔚然盛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潜移默化
中融入百姓生活，“道德扶贫”之花在
阳光雨露的滋润下竞相绽放。

“以精神扶贫助推精准扶贫，在精
准扶贫中要扶智、扶志，更要扶德。注
重扶智，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注重扶志，实现‘输血’向‘造血’的转
变；注重扶德，让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推
动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牛晓
靖在扶贫工作日记中如是记录。③4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2016年CCTV体坛风云人物揭晓

朱婷当选最佳女运动员

我省部署冬春传染病防控

我省发布从严治警新规

两千多年的“牛肉汤”沸腾网络
河南考古借助新媒体吸睛无数

“道德扶贫”花开别样红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1月 16日，桐柏县城郊乡毛坡村处
处张灯结彩，节日气氛浓郁。通过美丽
乡村建设，该村环境美了，村民生活水平
提高了，山村气象焕然一新。⑨6

▶家家门前挂红灯
▼村民搬新居干劲足

张灯结彩迎新年

1月16日，旅客通过微信办理乘机手续。郑州机场首批微信自助值机设备投
入使用后，已有近7万人次的旅客通过该方式办理手续。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