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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今年 9月，全省福利彩票销售保持良好态
势，共销售福利彩票 61802 万元，同比增长
12.08%。其中，焦作市、商丘市、驻马店市、许
昌市、平顶山市、濮阳市、新乡市、安阳市和新蔡
县、兰考县、永城市、滑县增长率超过 15%。与
以上地区相反，济源市、信阳市、开封市和鹿邑
县、长垣县、邓州市销量呈现负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销售
福利彩票502676万元，同比增长1.27%。全省
共 12个省辖市、省直管县（市）销售呈增长态
势，其中新乡市和新蔡县增幅超过10%。

从销售目标完成情况来看，今年9月，全省
福利彩票销售目标完成率103.60%，共有 16个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超额完成当月销售目标。
其中焦作市、商丘市、平顶山市、驻马店市和新蔡
县、兰考县、巩义市目标完成率超过110%。

今年前9个月，全省福利彩票销售目标完成
率为71.81%。新乡市、开封市、漯河市、三门峡
市、平顶山市和新蔡县、邓州市、兰考县、巩义市
完成率超过 75%，基本实现目标完成与时间同
步。安阳市、济源市、濮阳市、南阳市、信阳市、郑
州市（含航空港区）、洛阳市、焦作市和鹿邑县、永
城市、汝州市目标完成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今年9月全省福利彩票销售增长较快

单 位

新乡市
周口市

郑州
市
平顶山市
许昌市
漯河市
洛阳市
驻马店市
商丘市
焦作市
信阳市
开封市
南阳市
濮阳市

市中心
港区分中心

9月销量

2733.12
2561.52
14957.12
653.77
2938.05
2566.23
1483.93
5730.06
2899.48
2991.00
3180.54
2221.36
2241.05
3729.00
1563.41

9月目标

2695
2611
14467
514
2494
2434
1437
5722
2527
2500
2338
2474
2170
4113
1674

完成月目
标（%）

101.43
98.11
103.38
127.28
117.80
105.42
103.30
100.14
114.74
119.63
136.07
89.80
103.29
90.67
93.37

排名

9
11

6

3
5
7
10
4
2
1
17
8
16
14

本年度累计销量

26234.77
22244.62
119159.18
4799.98
21903.47
20819.86
12917.46
49536.14
21496.55
21513.64
19586.97
19622.31
19915.98
32163.72
13069.59

本年度累计 增
长率（%）

12.21
5.84
3.47
22.14
3.60
3.17
2.74
2.19
1.28
-0.32
-1.06
-1.28
-1.41
-1.77
-2.58

全省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2018年9月全省福利彩票销售排名表
截至日期：2018年9月30日 单位：万元

单 位

鹤壁市
三门峡市
安阳市
济源市

省直管县（市）
新蔡县
巩义市
滑 县
兰考县
邓州市
固始县
永城市
汝州市
长垣县
鹿邑县
全 省

9月销量

961.99
1422.77
2234.97
516.04

240.50
878.37
294.18
416.08
698.79
419.16
474.86
250.65
387.59
155.97

61801.56

9月目标

986
1461
2417
626

174
735
313
307
667
415
505
276
394
209

59654

完成月目
标（%）

97.58
97.38
92.47
82.40

137.93
119.51
94.11
135.71
104.75
101.00
93.98
90.67
98.32
74.81
103.60

排名

12
13
15
18

1
3
7
2
4
5
8
9
6
10

本年度累计销量

8279.36
12869.22
17046.55
4677.69

1911.94
6659.28
2658.22
2847.97
6947.30
3513.70
3500.56
1990.91
3383.68
1405.15

502675.77

本年度累计 增
长率（%）

-3.47
-3.71
-5.41
-18.07

22.35
0.99
0.15
-0.08
-0.77
-8.15
-9.30
-10.16
-10.86
-13.36
1.27

全省
排名

15
16
17
18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第四
届“阿拉伯艺术节”10月 25日在四川
成都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中阿文明互鉴源远
流长。历史上，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
明交相辉映。

习近平强调，举办“阿拉伯艺术
节”是中阿双方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
举措。中方愿同阿方携手努力，继续
加强双方文明交流和人文合作，为全
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发展夯实社会和民意基
础，努力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今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
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
式上宣布，中阿共同在华举办的第四
届“阿拉伯艺术节”正式启动。3个月
来，中阿双方共同在华举办了20多项
内容涉及图书、音乐、舞蹈、书法、绘画、
雕塑、诗歌、美食、服饰、摄影和汉学等
领域的精彩活动，对增进中阿双方人
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第八
届北京香山论坛 25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值此第八届北京香
山论坛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向论坛开幕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国防务部门和
军队领导人、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
者，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全球治理
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
各国人民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同
时，国际社会面临着日益凸显的传统
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中国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

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
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军队始终
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习近平强调，北京香山论坛是开
展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
自创办以来，秉持平等、开放、包容、
互鉴的精神，为促进亚太地区安全对
话与互信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本
届论坛以“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
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为主题，希望
大家集智共商、凝聚共识，促进构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
来。祝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取得圆
满成功！

在山东省菏泽市曹州书画院，赵
登禹纪念馆每年都吸引众多群众前
来缅怀、追思。岁月如梭，但精神不
灭，家乡的父老乡亲始终记得这位血
战不归的抗日英雄。

赵登禹，字舜臣。1898 年出生
于山东菏泽。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
部队，由士兵晋升为排长、连长、营
长、副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26
年参加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赵登禹主张抵抗
日本。1933年第29军长城抗战时，赵
登禹奉命率部增援喜峰口、潘家口，与
敌激战，取得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
气焰，大涨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赵登禹
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第132师师长，并
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1937年7月下旬，日军向北平、天
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
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

的赵登禹，率部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
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
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
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7月28日，
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日军伏击，
赵登禹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胸部中
弹牺牲，时年39岁。

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河
沿大街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

1995 年，山东省在菏泽曹州书
画院成立了赵登禹纪念馆。同年，英
雄老家的农村中学更名为登禹中学，
校园内建有小型纪念馆，还开发编写
了校本课程《大刀英雄赵登禹》。为
了学习抗日英雄，激励学生成长，学
校提出了“走将军路，做登禹人，继承
先烈遗志，弘扬将军精神”的口号，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奋
发图强、报效祖国的动力。

（据新华社济南10月25日电）

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召开

习近平致贺信

第四届“阿拉伯艺术节”闭幕

习近平致贺信

赵登禹：将军血战不归还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记者 卢松

10月 22日，全省兜底保障脱贫现
场会在柘城县召开。这是我省首次召
开兜底保障脱贫专题会议，对贫困人
口较多的河南来说意义重大。

打赢脱贫攻坚战进入冲刺阶段，
剩下的多是老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
者等特殊贫困群体，要由民生保障来
兜底脱贫。数据显示，去年，全省农村
低保、五保贫困户占到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63.6%。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省各地
各部门把兜底保障脱贫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编密织牢民生保障兜底网，助力
贫困群众甩“穷帽”。

“一老一小”有人管

目前，全省共有敬老院 1966 家，
床位12.4万多张，集中供养近7万名特

困人员。近年来，我省先后实施“霞光
计划”“温暖工程”，从省级福彩公益金
中拨付专项资金，各地累计投入 8.9亿
元，用于敬老院转型提升，为农村特困
老人打造温馨家园。

不仅让贫困老人生活幸福，我省
还创新工作方法，让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阳光成长。

商丘市创建了以县儿童福利指导中
心为主导、乡镇儿童福利督导站为支撑、
村儿童之家为基础的儿童福利三级服务
体系，把400多所儿童之家打造成为深
受儿童喜爱的“欢乐之家”。焦作市对低
保家庭、贫困家庭中的留守儿童精准识
别，将符合条件的306名留守儿童纳入
困境儿童范围，将2618名留守儿童家庭
纳入低保，有效增加了困难儿童福利。

“一贫一残”有帮扶

我省各地创新实行贫困家庭重

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实现了“托
养 一 个 人 ，解 放 一 群 人 ，致 富 一 家
人”，给重度残疾人家庭脱贫带来希
望。同时，实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
度，169 万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
享受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60 元的生活
补贴或护理补贴。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摆在贫困
群众面前的绊脚石。脱贫攻坚战打响
以来，我省不断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扩
大医疗救助范围，把医疗救助对象从
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扩大至符合
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省民政厅厅长鲍常勇介绍，省民
政厅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资金，资助
860 多万困难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每年省级以上财政下拨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救助补助资金和城乡医疗救
助资金超过 100 亿元，使困难群众得
到及时有效救助。

社会参与力量大

近年来，我省投入 1190 万元，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派社工到贫
困地区提供服务，直接受益贫困群众
达2.3万人次。

此外，全省各地积极引导、支持社
会组织及志愿者助力脱贫攻坚。去年
以来，全省性社会组织累计投入价值
42.9 亿元款物，实施了 263 个以贫困
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重点的公益
慈善项目，直接受益群众 1000多万人
次。2016年以来，省慈善总会筹集慈
善款物价值 28亿元，救助帮扶困难群
众54.8万人次。

“兜底保障对象是贫中之贫，也是
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我们将强化
使命担当，加快健全综合性兜底保障
体系，确保贫困群众脱贫一个都不掉
队。”鲍常勇说。③9

兜底保障助力贫困群众甩“穷帽”

殷墟：穿越三千年历史的传奇

10月25日，
来自哈尔滨师
范大学和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
的仿人机器人
在进行击剑比
赛。当日，第二
十届中国机器
人及人工智能
大赛在广东佛
山举行。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桂娟 李文哲

它的第一次发掘，被视为“中国考
古学诞生的标志”；

它是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
遗迹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

它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中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世
界文化遗产……

它,叫殷墟。
今年是殷墟考古90周年。作为中

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首，殷墟价
值之大、地位之高、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81岁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李伯谦说：“就考古学而言，没有哪
处遗址的重要性超过殷墟。”

考古90年：还原一座繁华都市

“恍惚间，商王朝从地下苏醒。武丁
和妇好并肩而行，贞人在占卜，士兵在操
练，祭祀如期举行。宫殿区外，两纵三横
的道路上马车奔驰。密集的邑聚间，行
人你来我往。不远处，西北流向东南的
人工水渠南岸，铸铜作坊火花飞溅……”

曾多年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的唐际根，不
止一次地向人们“还原”这座 3000 多
年前的商朝都城场景。

在夜半时分的小屯附近散步，是新
派考古学家唐际根的习惯，而小屯村北
正是3000年前商王朝的宫殿宗庙区。

支撑起考古学家如此浪漫想象
的，是历代考古人对殷墟这座 3000年
前商都考古的丰硕成果。从这里出土
的甲骨文、铜器、玉器、建筑基址及丰
富的祭祀遗存，加上多学科跨领域研
究，让上古商都“复活”。

3300多年前的“盘庚迁殷”，因写
入中学历史课本而妇孺皆知。如今的
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曾是殷商王朝中
心区域。随着商王朝的灭亡，这片土地
逐渐荒芜，变成了一片废墟，史称殷墟。

90年前，人们对商王朝的认知仍
停留在《史记》3000多字的记载中。考
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撰写方式。1928
年 10月 13日，中国第一代考古人董作
宾在殷墟挥出第一锹。

由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人担纲
的殷墟发掘头 10年，初步确认了安阳
小屯村一带为商代晚期都邑。

小屯，这个普通村庄从此声名鹊起。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立即派人，恢复因战火而中
断了十几年的殷墟发掘，掀开了殷墟
考古的新篇章。工作重点也从小屯扩
大到了其他区域，一个个新地名不断
出现在考古报告里。

今天所说的殷墟，横跨洹水南北
两岸及其附近的 20多个自然村落，面
积约30平方公里。

殷墟，得以更加细致入微地“还
原”：商代晚期，随着人口增加，城市规
模不断扩大，有大型道路系统和完善
的水渠系统；手工业作坊沿水渠分布；
以四合院建筑为主的居民点星罗棋
布，居住的是以“族”为单位的贵族及
平民，等级分明却井然有序……俨然
是一座布局合理、人口众多、手工业发
达的繁华都邑。

甲骨惊天下：解开中华
文化密码

走进殷墟博物馆文字厅，78岁的
女考古学家刘一曼变得年轻起来，笑
声爽朗。

“你看，这里展出的完整卜甲，都
是我亲手挖出来的。看到它们，感觉
很亲切、很兴奋。”她说。

此前，考古前辈在小屯发现的甲骨
窖穴震惊中外，1.7万多片甲骨集中堆
放，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

发现只是第一步，随后进行的残
片缀合、分期断代、释读文字、缕析文
例、诠解史实等甲骨整理和研究，堪称
浩繁巨大的工程。

119年前，当作中药“龙骨”吃下去
的甲骨，被清代学者王懿荣发现，经罗振
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甲骨四堂”
辨辞考史，胡厚宣等人的整理编集，中华
文明的密码得以释读。现在有了更好的
条件和方法。新近出土的战国简牍，年
代虽晚却可以与甲骨文、金文对比研究，
每一个文字都有了相应的信息包。

“我们还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甲骨
上的笔画和微痕进行精密分析，以最
大程度获得留存在甲骨材料上的信
息，传承给后世。”当代甲骨学领军人
宋镇豪说。

王后的宝藏：两个“女
将军”的隔空相遇

安阳博物馆展厅里，灯光下的妇好

铜钺，钺刃间散发出幽幽寒光，印证着
主人妇好的戎马一生，让人心生敬畏。

中国夏商周时期，铜钺象征征伐、
刑杀之权，尤其象征军权。

“这说明女将军地位显赫。她最
多的一次带兵 1.3万人，是甲骨文记载
战争中动用人数最多的一次。”讲解员
马君说。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历史有意安
排，让妇好这位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
的第一位女将军重见天日的，正是新
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研究员、堪称考
古“女将军”的郑振香。

6位殷墟考古发掘杰出人物，在刚
刚举办的“殷墟科学发掘 90周年纪念
大会”上，获得“殷墟 90年纪念章和证
书”，郑振香名列首位。

因身体原因，89岁高龄的郑振香
未能前来领奖。当她的影像出现在大
屏幕上时，全场掌声雷动。

1976年初夏，时任殷墟考古队长
的郑振香主持宫殿区内一处房基的发
掘。一个半月过去了，似乎除了房基
并无其他遗迹，一些专家劝她是不是
就此打住，因为按照传统经验，宫殿区
内通常只有房基。

然而，郑振香坚持收工前用洛阳
铲再钻探一遍。5月 16日，在郑振香
的指导下，一位老技工一探铲下去，从
8米深处带上来一铲黄土，里面竟然夹
着鲜红的漆皮和一只翠绿色的玉坠。

一座商代社会的宝藏由此打开，
也将 3200 年前这位深受商王武丁宠
爱，集王后、将军、祭司、母亲于一身的
神秘女人以及她的种种传奇，带到了
今天。这个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
王室墓葬，出土随葬品 1928 件，超过
了以往殷墟出土器物的总和，被誉为

“殷墟小百科”。
“女同志比较细心，擅长形象思

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适合搞考古，
当然还要有点吃苦精神，能经受磨
练。”郑振香说。

穿越 3000多年：探看
商人生活

借助考古发现和破译的甲骨文，
我们可以穿越 3000多年，感受一番商
人“主食小米”“有肉才欢”“嗜酒如命”
的饮食习惯。

“商人一天只吃两顿饭，分大食、

小食，主要的烹饪方式是蒸煮，羊、牛
都是切成大块蒸煮着吃。商代没有桌
椅，商人吃饭、聊天、做工都膝盖着地，
因此殷墟遗址出土商人骨骼、膝盖骨
上常有磨损痕迹，脚趾骨上也有疤
痕。”唐际根说，商人还十分喜欢饮酒，
青铜器中，相当多的是酒器。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马车。殷墟宫
殿宗庙遗址展出的车马坑，是中国考
古中发现最早的畜力车实物标本。

当时的人们还能认识 50 多种疾
病，除了使用药物，还会应用针砭、按
摩等治疗方法。

“商代王室生活还是很美的，国王
住着四合院，住地附近有池塘，驯养着
丹顶鹤、褐马鸡等珍禽宠物，闲时可以
到池塘边散步。”唐际根说。

永远的殷墟：待解之谜
留给未来

90年，从未知到已知，考古学家不
仅能粗线条描绘出“大邑商”（商人自
己对王朝都邑的称呼）的大致样貌，还
获得了许多细节。然而真正把一座王
朝完整再现，还需要不断努力和探索。

“现在整个殷墟挖的面积可能还
不到百分之五。”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

1999年新发现的洹北商城与殷墟
是什么关系？它们是一体还是两都？
殷墟跟周边，比如神秘的三星堆文明
有何相关？

“殷墟是考古研究的一个小宇
宙。它有太多的谜题，每解开一个谜
就会有更多的谜出现。”唐际根说。

从最初的挖甲骨、挖墓葬、找城
墙，到现在的都城布局、都邑生活研
究，考古学家正致力于解析殷墟的社
会结构和复杂程度，他们期待着“大邑
商”这张图能描绘得更清晰。

几千年时光流转，辉煌的王朝只留
下了斑驳的文物和残缺的遗迹。从慕
名而来、匆匆“踩点”，到关注殷墟、品味
文明，深度探访殷墟的游人逐年递增。

牢牢守护殷墟文物安全的红线、
底线和生命线——殷墟，激起了越来
越多国人强烈的责任感。

讲好殷墟故事，读懂中华文明——
殷墟，正建成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成为展现中国历史文化魅力的重要
窗口。（据新华社郑州10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