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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6月 16日，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
发出一则消息：深切悼念文物捐赠者
何刚同志，近期将在北京为其举办追
思会。

事情回溯到30多年前。1985年，
河南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村民何刚，
在老家建房挖地基时挖出一个大缸，
内装“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
瓶”等 19 件造型华美的元代银器。
他拒绝了文物贩子高价购买的诱惑，
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极大地填补了
故宫的文物收藏空白。近日，何刚在
一起工程事故中不幸遇难。

消息传出，一时间引发了无数人
在网上点蜡烛、送鲜花表示对何刚的

悼念和致敬，网友们纷纷评价：平凡
人，却做出了不平凡的壮举；有人盗
墓，有人捐赠，相比之下，更显何刚品
格高尚……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文
物保护、文物捐赠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给我们
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物资源。据
今年 4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
文物普查成果显示，全国可移动文
物共计 10815 万件/套。作为国家
主要的收藏机构，博物馆、纪念馆
收藏可移动文物数量最多，共计
4196 万件，数量占比 65.49%。馆
藏来源主要是旧藏、征集购买、考
古发掘、接受捐赠等。

博物馆、纪念馆接受社会捐赠是
其丰富和完善馆藏不可或缺的渠

道。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国民素质的提升，人们依法保护文物
意识日益增强，个人、企业等主动捐
赠文物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博物院九大
镇馆之宝之一的武则天金简，其发现
者是登封县农民屈西怀。1982年 5
月，他在上中岳嵩山采药时在山顶峻
极峰的石缝中发现了这片金简。经
专家鉴定，这是唐代女皇武则天的除
罪金简，它的发现为了解唐代的历史
风貌和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生平提供
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当时，屈西怀捡
到“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文物贩子
来到他家要求购买这件宝物，价格从
1000元开到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
巨额财富。但屈西怀坚定地拒绝了

文物贩子，将金简交给当地政府保
护。

那么，哪些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如何鼓励人们捡到“宝贝”时主动捐
赠？

对此，记者咨询了法律人士。根
据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中国境内出
土的文物归国家所有，发现文物及时
上报或者上缴，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
质奖励。

业内人士认为，接受文物捐赠的
馆藏单位要形成规范的做法，比如捐
赠品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包括陈列
室、举办临时展览、出国展览甚至图书
出版，都要把捐赠者的姓名标示出来，
以体现对文物捐赠人的尊重。③5

从屈西怀到何刚

文物保护需要更多人参与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通讯员 吴云骊 赵普）6月 16日，洛
阳市首个跨境电商通关平台正式运
行。

在启动仪式上，洛阳五邦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的193件衣服、玩具制品
等日用品，通过中国（河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跨境出口系统向海关、检
验检疫部门“一站式”申报和查验后，
直接送至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国家，成为洛阳跨境出口的“通关第
一单”。

据悉，通关运营当天，洛阳跨境
电商通关平台实现发单量 1500单，

“洛阳制造”自此可以不出家门就走
向世界。

洛阳跨境电商通关平台，总建筑

面积1.6万平方米，集保税仓储、保税
商品展示、保税物流、通关通检等功
能于一体，通过河南“单一窗口”在洛
阳就地实现“清单核放、汇总申报”的

“一站式”通关，从而大大简化贸易流
程、提高通关效率、节约企业成本，为
洛阳市及周边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
跨境通关环境。

据了解，此前洛阳市企业的跨境
货物和邮件需要从郑州、青岛、上海
等地报关。而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
办理通关手续。

海关专家介绍，这种模式一方面
极大地方便洛阳跨境电商企业报关，
节省了大量通关时间，提高了物流效
率；另一方面为本地企业提供了更优
的发展环境。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今年6月是
第1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 16
日上午，省会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
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启动仪式在郑
州市绿城广场举行。全省其他各省
辖市及其县（市、区）、10个省直管县
（市）也同时举行了“安全生产月”宣
传咨询日活动。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下，我省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发展，连续14
年实现事故起数与伤亡人数的“双下
降”。但随着我省新型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生产经营
规模不断扩大，传统和新型生产经营
方式并存，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
交织叠加，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

一些事故由高危行业领域向其他行
业领域蔓延，直接危及生产安全和公
共安全。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全面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当天，省政
府安委会、郑州市政府安委会联合在
绿城广场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
宣传咨询活动。“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咨询日暨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是我
省‘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要内容，目
的是通过宣传展览、咨询服务、安全
科技展示等形式，宣传安全政策法
规，普及安全常识，掀起‘安全生产
月’活动的高潮。”省政府安委会副主
任、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张雷
明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6月 15日，
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为加强
权益类交易场所监督管理，规范市
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省政府办公
厅日前下发《河南省权益类交易场所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从交易场所的设立变更和终
止、业务“红线”、监督管理、风险防范
和处置等多个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办法》明确了权益类交易场所
的范畴，即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由省
政府批准的，从事产权、股权、债权、
矿业权、林权、水权、排污权、知识产
权、文化艺术品权益、金融资产权益
等权益交易的场所，包括外省交易
场所在我省设立的分支机构，但不
包括仅从事车辆、房地产等实物交
易的场所，也不包括由国务院或国
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
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

《办法》明确，由省政府金融办作
为全省交易场所的统筹管理部门，
由该办做好交易场所设立和变更等
事项的审查、备案工作，督促各省级
行业管理部门做好全省交易场所日
常监管、统计监测工作，督促相关部

门做好相关交易场所风险防范和处
置，以及会同工商、审计、税务等职能
部门对交易场所进行现场和非现场
检查。

具体来讲，省科技厅将负责科
技资源交易场所的日常监管，省知
识产权局将负责知识产权交易场所
的日常监管，省国土资源厅将负责
矿业权交易场所的日常监管，省环
保厅将负责排污权交易场所的日常
监管，省水利厅将负责水权交易场
所的日常监管，省文化厅将负责文
化艺术品交易场所的日常监管，省
林业厅将负责林权交易场所的日常
监管，省政府金融办对产权、股权、
债权、金融资产交易场所的日常监
管负责。

在新设交易场所方面，《办法》要
求遵循“总量控制、合理布局、审慎审
批”的原则，对新设交易场所名称中
含“交易所”字样的，须经省政府批准
后方可办理其他相关手续，手续完备
后方可从事权益交易；新设交易场所
名称中不含“交易所”字样的，须经工
商部门登记注册并报省政府批准后，
方可从事权益交易。③6

洛阳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
主任王德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7年 1月 25日在洛阳逝世，
享年73岁。

王德俊同志1945年 7月出生
于河南南阳，1966年8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66 年 12 月参加工作。
曾任洛阳轴承厂团委副书记；共青
团洛阳市委副书记、书记；洛阳市
文物园林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

洛阳市西工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洛阳市政协副主席、党组
成员等职。2008年7月退休。

王德俊同志热爱党，热爱社
会主义，能认真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
行 动 上 同 党 中 央 保 持 高 度 一
致。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王德俊同志逝世

我省开展
“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

洛阳首个跨境电商通关平台
正式运行

我省为权益类交易场所定规矩

6 月 15 日，汝阳县城关镇书画志愿者来到该镇杨庄村小学，通过讲
授书法课和现场挥毫泼墨，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带入校园，受到师生
欢迎。⑨6 康红军 摄

□本报记者 赵春喜

32年前，一位农民将从自家院里
挖出的19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给故宫
博物院。

32 年后，闻悉这位农民不幸离
世，故宫博物院要为他举行追思会。

这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悼念

6月17日，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的
一个农家小院，柿子树青果满枝，院子
的主人却再也不能欣赏它的绿意了。

半个月前，在石（石家庄）济（济
南）客运专线工程工地，一台龙门吊
在拆除过程中发生倾覆，在此打工的
何刚不幸遇难，年龄54岁。

家人悲痛，邻里叹息，消息也惊
动了远在京城的故宫博物院。

6月16日，故宫博物院在网站上
发布消息：“深切悼念文物捐赠者何
刚同志，近期将在京举办追思会，追
思缅怀这位默默无闻为中国文博事
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无私捐献者。”

“这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农民，他
为保护国家文物作出了榜样！”故宫
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处长梁金生，在
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动情地说。

他的义举填补了故宫
藏品空白

1985年的一天，何刚在自家院子
里施工时，意外挖出一口大缸，缸内
盛着一批年代久远的银器。

“都是些花瓶、杯子模样的东
西。何刚找到我，问我咋办？”固墙村
党支部书记刘红恩回忆道。

“何刚说有人找过他，愿意给一
袋子的钱，就是那种装化肥的编织
袋。可他知道这是文物，不能卖，得
交给国家。但又不知道交给哪里？”

当时有乡亲曾在北京当过兵，战
友在故宫博物院从事保卫工作。经
联系，刘红恩陪着何刚带着东西乘上
了北去的列车。

“当时什么也没考虑，只有一个
念头：尽快将这些宝贝交给国家。”刘
红恩说。

在故宫博物院，何刚见到了当时

的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
32年过去了，与文物打了一辈子

交道的梁金生老人，依然难忘见到何
刚时的惊喜。

经鉴定，何刚捐赠的19件文物为
高等级元代银器，包括二级甲等文物
1件、二级乙等文物11件、三级文物5
件、一般文物2件。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遗存银
器很少，何刚捐献的文物填补了此类
藏品空白。”梁金生说。

因为罕见，其中的二级甲等文物
“银镀金錾花双凤穿花玉壶春瓶”，经
常参加各种展览。

为此，何刚的名字也被列入故宫
博物院专门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
榜”。

“为故宫捐献者不乏其人，但作
为农民，将从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给国
家，何刚还是头一个。”梁金生说。

这是一个刚强的汉子

“何刚家里挖出宝贝了，他将宝

贝交给国家了。”一时，乡里人尽知。
“那可是一堆宝贝呀！”对于何

刚的行为，有人说他“傻”，有人觉得
“亏”。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而言，假
如……人们浮想联翩。

人事无常。尤其这些年，何刚和
他本不富裕的家庭接连遭遇生活的
不幸。

第一任妻子亡故，第二任妻子又
罹患尿毒症去世，老父亲股骨头坏
死，老母亲肋部摔伤……家里也就五
亩地，一家人的生活，原本就靠何刚
外出打工维持。现在更是入不敷出，
债台高筑。

生活的打击险些击垮何刚。家
人、邻里发现，何刚愈来愈少言寡
欢。“有时晚上喝些酒后会来找我，说
睡不着。”刘红恩说。

“可无论再难，父亲从没有向我
们表露过后悔，多次提到把文物交给
国家是对的。”何刚的女儿何华说。

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忘记何刚的
义举，了解到何刚家里的遭遇后，曾
两次伸出援手，给予10万元的资助。

因为捐献文物相识，梁金生和何
刚成了老朋友。“每次电话联系，何刚
总是道不完的感谢，但能感觉到他心
里很苦。”

对于故宫博物院的资助，何刚的
表哥张黑孩记得，何刚私下里曾和他
商量，还考虑以后咋还人家。

“他为媳妇看病，借了我5000块
钱，后来听说我盖房子，他没钱，竟从支
书家里借了 5000块钱，死活要我收
下！”张黑孩红着眼圈骂表弟“死脑子”。

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对于当
时借给何刚的 5000元钱，刘红恩压
根儿没打算让他还。但今年春节前，
何刚打工回来，硬是将刚挣的 5000
元还了回来。

“每次拎些物品去他家探望，他
也总会再把东西还回来，死活不要，
说够麻烦大伙了，不能再给大伙添麻
烦。”刘红恩唏嘘道。

“父亲说过，人要活得有志气！”
何刚的儿子何俊清说，“如果现在再
挖出来东西，我们仍然会像父亲那样
交给国家。”③6

一个农民 19件国宝 一种情怀

◀何刚生前照片⑨6
本报资料图片

▲1985年，故宫博物院给何刚出
具的捐赠文物凭证，上面记载有捐赠
文物共19件。⑨6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月16日，记
者从省招办获悉，教育部“2017年全国普
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将于6月22日启
幕，考生和家长届时可以进行网上咨询。

网上咨询活动时间为6月22日~28
日 每 天 9:00~17:00，网 址 为 http://
gaokao.chsi.com.cn 和 http://gao-
kao.chsi.cn。教育部直属高校、大多数跨
省招生的本科院校将在线回答问题。
此外，“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还开通了

“阳光高考咨询室”，邀请有经验的老师
及相关工作人员在线回答有关高考的
各类共性问题。咨询室开放时间为工
作日的9:00~17:00。

据悉，省招办与教育部“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合作，将于6月 25日~29日每
天 9:00~12:00、15:00~18:00开展“河
南省网上咨询专场”活动。届时，河南考
生可进行专区咨询。③6

本报讯（记者 高超）6 月 18
日，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2017 年
定向培养士官招生计划公布，共有
11 个省的 24 所地方高校 32 个专
业在我省招生 1585 人（其中女生
24 人），定向为陆军、海军、空军、
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合参谋
部、装备发展部、国防动员部、武
警、消防等，招生人数比去年增加
439人。

士官定向培养生是指通过直
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的途径，
经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选

拔，依托普通高等院校定向培养，
毕业后直接补充到部队相应专业
技术士官岗位服役的全日制高校
学生。

报考定向培养士官的考生须为
2017 年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年龄不
超过 20 周岁（1997 年 8 月 31 日以
后出生），未婚，其政治、身体条件
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

有意报考的考生，可登录河南
省招生办公室网站（http://www.
heao.gov.cn）查询招生院校情况，

于 7月 9日 8时至 7月 13日 18时在
该网站填报志愿。政治考核时间为
6 月 30 日至 7 月 10 日，体检、面试
时间为 7月 18日至 21日，具体信息
关注“河南省征兵信息服务平台”
查询。

定向培养士官入伍学费补偿或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
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
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
生的利息)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据
实补偿或者代偿，专科学生每人每
年最高不超过 8000元。③6

高招网上咨询周
22日启幕

2017年定向培养士官招生计划公布

24所高校在我省招生1585人

关注2017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