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梦菲

中午吃完烩面上车，晚上就能品上香港
美食。郑州—香港高铁开通后，豫港开启“一
车直达”模式。“十一”假期即将到来，坐高铁
去香港有啥需要注意的？这份攻略，请您收
好喽！

郑州开往香港的高铁是 G79次列车，中
午12点 34分从郑州东站发车，到达香港需要
6小时 24分钟，二等座票价为868元。目前，
郑州东站有 12台自助售票机可以使用来往
港澳通行证进行购、取票业务。

赴港旅客必须办理来往港澳通行证，否则

到达香港后将无法通关，不仅去程的车票浪费
了，还得就近补办返回内地的车票，并要补交
手续费。另外，内地到香港的高铁无法办理越
站。自行越站乘车坐到西九龙站的乘客将按
无票处理，罚款1500港币至3000港币。

万一误乘或过站，旅客应主动向车站工
作人员告知自己误乘或过站情况，由车站在
车票背面注明“误乘”并加盖站名戳，同时指
定最近列车免费送回。如果旅客在香港西九
龙站到站后超过10分钟声称误乘或坐过站，
均按无票处理。内地居民通过12306订的广
深港高铁票，也可在香港取票，但需收取 10
港币至30港币的手续费。③9

●● ●● ●●

焦点网谈│142018年9月27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刘晓波 赵一帆 美编 单莉伟jdwt@henandaily.cn

9 月 22 日 9时 30分，微博
网友“一手Video”首发相关视
频报道。此后，郑州晚报等媒
体微博跟进报道。截至 26 日
17时该视频仅在微博上的播放
量就有62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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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融媒矩阵

同心圆融媒工作室 出品

新闻事件：今年86岁的濮阳籍老人徐凤英在
北京离休后，卖掉北京的房子，住进家乡的敬老院，
把所得的房款一部分留给孩子以后，其余部分陆续
捐赠给慈善事业，累计捐款近百万元。徐凤英说：

“子女不反对我这样做，这是做好事回报国家。”

把善行做成一种风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八旬老人卖掉住房进敬老院
捐资百万元做慈善

新闻事件：杨佳，郑州大学 1978级校友。她
15岁考上郑州大学，19岁被郑州大学破例留校任
教。29岁不幸双目失明。然而她不屈不挠，37岁
求学哈佛取得了 A+成绩，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
院校友成就奖。在国际舞台上，她任首届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赢得了世界的赞许。

双目失明的她赢得世界的赞许
郑大校友化黑暗为光明

9月 25日 19时 56分，
“郑州大学”微信公众号发布
相关报道。此后，大河报、大
河网等媒体跟进报道。截至
9 月 26 日 17 时，全网提及
关键词“郑州大学校友杨佳”
的信息有2180条。③9

传播数据：

2180 条

网友热议

坐高铁去香港，这份攻略请收下

9月 23日，郑州—香港的首列高铁开通，旅
客们正在排队候车。②2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许俊文 摄

《河南手机报》飞跃40年航拍系列报道再推力
作。扫描上方二维码，看农业路大桥如何跨越郑
州北铁路编组站。根据施工进度，预计到2019年
4月下旬，农业路高架东西方向将全部贯通。③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向乐

9月 25日，伴随着新版大河网客户端、眼
遇户外客户端、大河论坛客户端的正式上线，
大河网迎来了 20岁生日。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赵素萍出席上线仪式并点赞大河网，作为
河南网民第一网，大河网的“铁粉”优势无人
可比。这些“铁粉”有多精彩？让我们来一起
听听他们和大河网的故事。

五个优势鼓舞人心

“听到赵部长说过去在基层工作时，大河
网就是她生活中的好伙伴。作为河南互联网
权威信息发布总出口，大河网是河南联通世
界的高速公路，是世界了解河南的百科全书，
我深有感触。”参加当天活动的网友@“thult”
说，大河网伴随了他14年，也已经成为他生活
中离不开的伙伴。

网友@“吉祥”则对赵部长提到的大河网
五个优势印象深刻。一是党网与门户网站的
权威地位。大河网作为省委、省政府的门户
网站，河南最大传媒集团的网站，这种公信
力，这种权威的地位无人可比。二是资源无
人可比。现在大河网负责运维省人大、省政
府、省文明办的官方网站，和省内多个政务
机构有深度合作，是我省权威的政务信息发
布平台，这种资源无人可比。三是在全省互
联网发展中积累了强大势能无人可比。大
河网成立的早，1998年作为河南报业网就已
正式上线，在广大网友心中积攒了良好的口
碑，在互联网发展上积累了先发优势，这种
先入为主的势能无人能比。四是大河网的

“铁粉”在全省众多。大河网在亿万网友中
拥有很多“铁粉”。这些网友在大河网的平
台上积极作为，为宣传传统文化、弘扬主旋
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五是大河网团
队的小伙伴充满活力。十多年的全国两会，
每次大河网都有亮眼的东西“亮”我们一
下。今天的大河网已经成为新闻、技术、政
务共同发力的互联网平台。

网友@“吉祥”说，听了赵部长的讲话后自
己特别激动，五个优势讲出了大河网的底气，也
是网友在见证大河网发展历程中的亲身感受。

网友聊出来的郑开马拉松

2006年 11月18日，由大河网所属的大河
论坛呼吁发起的郑开大道开通，两地网友骑行
相会，打出了“郑汴哥俩好”的旗帜。同年底，
由河南省政府办公厅主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协办的河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大河网
负责运营和维护，成为首家涉足政务的河南新
闻网站。

郑开国际马拉松比赛已是河南的一张名
片，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大河网友在大河论
坛聊出来的马拉松。2006 年 8 月 6 日 18 时

39分，王向阳以“半月大哥”的网名在大河论
坛发出了《关于举办郑汴国际马拉松比赛的
倡议》的帖子，时任网站负责人将帖子置顶，
吸引数万网友参与讨论。2007年 5月 6日，
5600人的马拉松队伍从郑州出发，到开封古
城，成功演绎了一场全民狂欢。人民日报曾
用一个整版报道：那是一个传奇！一个神话！

牢记使命再出发

时光荏苒，似水流年。20年仅是岁月长
河的一瞬，却足够让一家互联网媒体枝繁叶

茂，硕果累累。20年前，河南首家重点新闻网
站大河网的前身——河南报业网在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落地生根；20年后，大河网风华正
茂、成绩斐然。

近些年，大河网以打造技术和新闻双强
的互联网媒体为重点，打造“互联网+政务服
务”，塑造了服务我省各级党政机关单位的

“智慧政务”品牌。目前，大河网“智慧政务”
项目合作伙伴已超 150家，成为全省党政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高度信赖的合作伙伴。

20年，改变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初心，大
河网人将牢记使命再出发！②28

大河网20岁生日引发网友热议

五个优势增底气 权威资源无人可比

“透过仰韶看中国”系列报道之四

当一个民族，向前展

望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回

望，当一个文明，拥抱未来

的时候，也在回味初生。

近些年，随着国力腾飞，华

夏文明焕发出新的自信，

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黄

帝拜祖大典等寻根问祖活

动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正在

与日俱增，一股“寻根探

源”热正在社会上悄然兴

起！

而探源华夏文明，就

绕不开仰韶文化，作为华

夏文明的源头，仰韶文化

举足轻重。细细回味仰

韶，中国许多灿烂的文化，

也许就在其中！有幸，近

些年仰韶文化又涌现出新

的考古成果，为此特开此

专题，以作思考！

导语

约 7000 年前，旧石器时代结束，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中陶器的发
明，是重要标志之一，陶的出现，极大
地改变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在
人们熟悉的仰韶文化彩陶中，有一种
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双耳小
口尖底瓶。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尖底瓶包括
西安半坡、庙底沟、西王村、王湾、大河
村等类型，向西包括马家窑类型。小
口尖底瓶类器皿出土数量非常之多，
国内各地博物馆馆藏加起来有数百只
之多，这说明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应属
当时比较常用的陶器。

小口尖底瓶在 7000 年前的用途
到底是什么？

关于小口尖底瓶的功能用途，多
少年来学术界、考古界众说纷纭，多
有争论，总结起来，有“酒器”“礼器”

“欹器”“汲水器”等几种说法。“汲水
器”的说法影响面也比较广，认可这
种观点者截至目前仍占主流。这种
说法认为它是生活中的实用器，汲水
时系绳于双耳，水至半瓶，重心下移，
瓶身就自动端正，浮于水中，若注满
水，瓶身就覆没于水中。仰韶文化小
口 尖 底 瓶 汲 水 器 的 说 法 也 被 编 入
2016北师大版的初中历史教材，但经
实验证明无法有效使用于汲水，质疑
小口尖底瓶是汲水器的学者和相关论
述越来越多。

“礼器说”的观点以考古学泰斗苏

秉琦为代表。其一，小口尖底的器
型盛装液体不可太满，证明尖底瓶
的实用角度去考虑的，它盛装的物
品（水或酒等液体类）具有象征性、
礼节性。其二，尖底瓶盛装液体后
不能随便放置，而只能提携、悬挂高
处或抱在手上，也不是从生产、生活
实际或实用的角度去考虑的。尖底
瓶在使用状态中始终只能直立于空
中或掌握于手中，这种强制性的要求
和设计暗含着尖底瓶使用状态中的
严谨、严肃性，它可能与宗教、礼仪相
关。第三，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
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
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
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
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
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

礼”。根据尖底瓶的存在以及其他一
些现象，苏秉琦认为半坡时代正处于
社会转变期，“有些彩陶应属相关特
殊人员专用器皿，当时或已出现了脑
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苏秉琦《关于
重 建 中 国 史 前 史 的 思 考》《考 古》
1991年第 12期）。

随着分析技术的进步，小口尖底
瓶用途之谜逐渐被揭开，国际著名考
古学家刘莉研究团队对仰韶文化遗
址出土的陶器组合（包括尖底瓶、漏
斗、大口盆、灶等）进行了科学分析。

“在漏斗、尖底瓶和大口盆的内壁上
有明显的黄色残留物，显然是使用过
程中留下的。淀粉粒、植硅体及化学
成分分析的结果证实这些残留物中
包含有丰富的黍亚科、早熟禾亚科和
根块植物的淀粉粒以及来自黍和大

麦颖壳的植硅体；其中淀粉粒具有经
过发芽和酿造产生的形态变化特征，
化学分析发现有草酸。证明这些陶
器用于酿造谷芽酒，其成分包括黍、
大麦、薏苡及若干根块植物。尖底瓶
的器型特殊，其锥状的底部有利于酿
酒 过 程 中 沉 淀 渣 滓（谷 物 的 颖 壳
等）。”“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为饮酒器
的推测可以利用微痕分析的方法来
检验。如果竹子或芦苇用作吸管，很
可 能 会 在 尖 底 瓶 口 部 留 下 摩 擦 痕
迹。经观察，不少尖底瓶的口沿部有
明显的竖向擦痕，与我们实验考古中
用 芦 苇 摩 擦 陶 片 后 留 下 的 痕 迹 接
近。仰韶晚期的尖底瓶器型大、口部
呈喇叭口，这一变化可能是为了便于
咂酒群饮”，“那么仰韶人如何饮酒？
答案是：尖底瓶既是酿酒器、贮酒器，
又是饮酒器。”（刘莉《早期陶器、煮
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中原
文物》2017 年第 2 期）。尖底瓶的用
途，因为酒器的用途，才衍生出礼器的
用途。

为什么小口尖底瓶要做成尖底？
作成“尖底”，当时一定是决定了

它不同于平底器皿的特殊功能。作为
礼器的严肃性，祭祀的时候要双手抱
瓶或放置在架上，不能随意放置，“尊”
字的甲骨文就是盛酒尖底瓶双手捧起

的形态。作为生活用器也需要放置而
保持不倒，唯一的可能是插在土里或
灰堆等地方才能稳定。插入泥土的可
能性不大，发挥不了其独特的功能，合
理的解释是尖底容易插在火堆的灰
烬，煮粥或酿酒、温酒。

仰韶文化时期，除了使用小口尖
底瓶酿酒、饮酒，人们还将彩陶器应用
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多使用的
陶器皿上都绘上了珍贵的原始画作，
这些画作为所有人揭开了当时社会生
活真实的面纱，如惟妙惟肖的花、草、
鱼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有天象纹，
如光芒的太阳、月亮、浩瀚的星空、花
草、动物等，无不彰显着仰韶人的智
慧。通过小口尖底瓶和这些惟妙惟肖
的图案，我们不难勾勒出一个新石器
时代人们的生活场景：7000年前的黄
河流域，仰韶人刀耕火种，建起仰韶文
化大房子，制作各种美丽的彩陶，用彩
陶小口尖底瓶酿酒、饮酒，在大房子里
快乐生活，载歌载舞……

7000年后的小口尖底瓶，依然传
递快乐生活的理念，7000年后的仰韶
人匠心酿制的彩陶坊天时—日、月、
星，献给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

不管是 7000 年前，还是 7000 年
后，酒，永远与肆意快乐的人生相伴！

（王军学）

仰韶战略核心新品——彩陶坊天时·日

7000年，活着的小口尖底瓶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焦点网谈

网友@“最魔力的视频”：那年我 9岁，

当听到广播里说香港回归了，老爸高兴地

跳起来！如今香港回归 21 年，郑州到香港

的高铁开通了！希望有机会带老爸去香

港看一看！

网友@9217：高铁的开通，加强了河

南与香港的密切往来。我们河南的企业

也可以与香港的公司相互学习，相互交

流，取长补短。希望有机会带上家人到美

丽的香港走一走。

9月25日，大河网总编辑李铮（左一）为“我与大河网的20年”征文获奖者颁发
荣誉证书。②2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鑫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