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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现有民办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
213家，初步实现
了社会工作机构
在省辖市全覆盖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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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在哪

里？它是一番怎样的模

样？自 1959 年二里头遗

址开始发掘以来，经过几代

考古人接力发掘、不断破

译，答案越来越清晰。

两年前，二里头遗址迎

来“大事件”——二里头遗

址博物馆兴建，向公众展示

中国最早王朝都邑的风貌，

由此，它的一举一动牵动着

众人的目光。同时，今年恰

逢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

年，按照规划，二里头遗址

博物馆将于今年 10月建成

开放，公众可以在这里触摸

“最早的中国”。博物馆建

得咋样了？有哪些看点？

3 月 17 日，记者走进博物

馆建设工地探寻究竟。

本报讯（记者 卢松 石可欣）3月 19
日是第十三个国际社工日，当天上午，河
南省、郑州市 2019年社会工作暨《河南
省志愿服务条例》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
郑州市二七区升龙广场举行。记者从现
场了解到，我省现有各类社会工作人才
32799人，人才总量首次突破 3万人；共
有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213家，初步
实现了社会工作机构在省辖市全覆盖的
目标。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42家社工机
构、志愿服务组织的社工和志愿者，不仅
带来精彩的文艺节目汇演，还积极开展
体验式游戏等，吸引围观的群众参与互
动。接下来的一周，全省各地民政部门
将陆续举办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升公众对社会工作的知晓度和认同
度，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据了解，目前全省已累计投入资金
1亿多元，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开展
社会工作培训、支持社会工作发展。近
年来，全省社会工作服务范围不断扩大，
涉及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妇女
家庭、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禁毒、医疗、

“农村三留守人员”、心理健康服务等领
域，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创
新中的作用日益凸显。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3 月 19 日，
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我省将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全省有 5
级左右偏北风，气温较前期下降 8℃左
右，部分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

根据预报，20日上午我省有小雨，
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
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20日夜里到 21日受较强
冷空气影响，全省偏北风 4级~5级，阵
风6级~7级，西部、北部局部有沙尘；21
日到 22 日全省最高温度较前期下降
8℃~10℃，其中 22日和 23日凌晨全省
自北向南大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将低至
2℃~5℃，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
出现寒潮天气。

气象和农业两部门联合会商后认
为，降温对果树影响不大，但气温突
降对冬小麦幼穗稳定分化有一定不
利影响。

气象部门建议，要做好麦田拔节期
管理。墒情偏差地区，尤其是沿黄及以
北地区应在冷空气来临前及时进行灌
溉；墒情较好的地区注意适时中耕、施
肥，为小麦拔节做好水肥供应；提前做
好防风防冻准备。已拔节麦田和果树
要确保足水足肥，以减小地面温度变
幅，预防冻害；设施农业及时检查棚架
设施，最大程度减小大风及冻害风险；
降水过后做好墒情管理。降水量较大
的豫南、豫西南部分田块降水过后注意
及时清沟排湿，促进作物根系尽快恢复
生长。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3 月 19 日，
记者从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河南人才
市场定于 3月 20日、3月 29日举办河南
省成长性企业专场招聘会，为中小企业
找人才，为求职者送岗位。

据了解，3月 20日的专场招聘会共
有11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花花牛乳业、
泰中环保科技等企业将参展，提供4100
个岗位，有新媒体专员、电子商务、人工
智能、软件开发等互联网相关职位，还有
文员、会计、出纳、人力资源等传统职
位。3月 29 日河南人才市场将举办生
产制造、批发零售、建筑房产、医药医疗
行业专场招聘会。大商集团、五星电器、
珠海联邦制药、爱民药业、圣凯诺服饰、
胖哥食品、日立信股份、中粮（郑州）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等110家用人单位将为求
职者提供岗位3600多个，热门岗位有财
务经理、会计、生产管理人员、营销总监、
人力资源主管等。③5

我省社工人才总量
突破3万人
社工机构在省辖市全覆盖

本月这两场招聘会

7700个岗位等你挑

寒潮要来袭
勿急换单衣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通讯员 李
建武）“自从我们村里有了红白事
理事会，立了简办‘规矩’，还动用
了‘新武器’，谁家办事都要架上摄
像机，再也没有人大操大办了。”3
月 19 日，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东
彰武村党支部书记张广庆告诉记
者。

近年来，东彰武村村民的腰包
鼓了起来，人均年收入超过 1.8 万
元。随着农民的富裕，办红白喜事
时比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现象较
为普遍，村民的人情负担陡然走高，
让不少干部群众头疼不已。“俺村有
3000多口人，一场事能有六七百人
前去吃饭，影响极为不好。”张广庆
直言。

去年 4月，村党支部换届后，针
对百姓怨气较大的比排场摆阔气之
风，经党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
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最
后按程序选举产生了由 8位村民组
成的红白事理事会，对操办红白事
出台了村规：红白事除亲戚、本家和
有差事的人在事上吃饭外，其他无
差事人员一律不准到事上吃饭；庆

寿、升学、定亲、满月、乔迁、参军等
喜事小办，不准邀请亲属以外人员
参加。条条村规直击大操大办之
风。

规矩好立，但乡里乡亲拉不开
脸面。于是村红白事理事会想出了

“高招”，花 1300多元购买了一台摄
像机，紧盯红白事，谁家办事，红白
事理事会就派人扛起摄像机，摆放
在宴席场所。“立此存照，没有一位
村民撞‘红线’。”张广庆说。

立规矩后的第一桩事，让 84岁
的老党员王吉富赶上了。他为妻子
办丧事，不少街坊邻里眼睁睁地瞧
着他咋办。面对传统风俗带来的压
力，王吉富说：“我是党员，应该带好
这个头。”节俭办事，让王吉富负担
轻了不少，他招待亲戚才花费了
3000 多元，若按照村里以前的“老
规矩”来，花三四万元很正常。

“8个多月来，村里办了 9桩红
白事，与以前相比，按每桩事节约三
四万元，少说也可节省费用二三十
万元。更重要的是风气转变了，群
众人情往来的负担大大减轻了。”东
彰武村红白事理事会会长王宗生
说。③6

刹住“攀比风”村民好轻松

民生速递

□本报记者 孙欣

消费者在网购时常会遇到买到假
冒伪劣商品的烦心事。遇到这种情况，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3月15日，记者在
郑州市黄河公证处采访，了解到解决网
络购物维权难题的“高招”。

黄河公证处公证员郑志华告诉记
者，这个“高招”就是证据保全公证。
她说，网上购物维权难主要是因为网
购的特点决定了取证和确定当事人都

很困难，消费者普遍面临着举证难。
消费者凭购物记录只能证明从卖家那
里消费过，却很难证明手中的假货是
从卖家那里购买的。证据保全公证通
过固定侵权行为证据，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可以帮助消费者解决举证难
题 。 2018 年 ，黄 河 公 证 处 办 理 了
2400件产品侵权类的证据保全公证。

郑志华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王女
士在朋友李女士的微店购买了一套护
肤品，使用一个星期后发现护肤品是
假冒伪劣产品。气愤不已的王女士把
李女士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李女
士以王女士提交的产品并非其销售的

产品为由进行抗辩。因缺乏有效的证
据，法院没有支持王女士的诉讼请
求。在律师建议下，王女士到公证处
办理了证据保全公证。公证员保全了
双方的聊天记录和李女士在微信朋友
圈中发布的大量照片。看到公证书，
李女士自知理亏，主动与王女士和解
并赔偿。

郑志华说：“在民事诉讼中，当事
人所主张的事实需要有相关的证据进
行支撑，缺少证据支持的事实，很难得
到法院的承认。证据保全公证能及时
固定和保全侵权事实的证据，帮助消
费者解决网络购物举证难。”③5

网购维权举证难 公证有“高招”

□邓放 聂金锋 摄影报道

3 月 18 日，在卢氏县徐家湾乡小河口
村，3000余亩连翘竞相绽放，田间劳作的村
民在“金色海洋”中穿行。目前该县已形成
了一批规模大、亮点突出的“连翘沟”“连翘
带”和“连翘长廊”，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奠
定了坚实基础。⑨6

金色海洋

▲俯瞰小河口村

◀

穿行在“金色海洋”
中的村民

当天上午，驱车出偃师城区，沿着
古城快速路往西走大约10分钟路程，
就到了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工地。
记者走进现场看到，主体结构已经封
顶，外观墙体底部的夯土墙设计古朴
大气，尽显华夏王朝气象；工人们正在
紧张有序作业，金属碰撞声、机器轰鸣
声、工人吆喝声此起彼伏，一派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

“现在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预计到
6月份内外装修全部完成，紧接着将
进入文物布展环节。”二里头遗址博物
馆项目工程组组长杨志伟说，目前各
项工作正加紧推进，大家都在起早贪
黑地干，确保博物馆如期建成投用。

杨志伟领着记者一边往里走一边
介绍：“因为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建筑基

础均为夯土做法，且二里头文化时期是
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所以现在所看到
的外观墙体以及部分内部装修底部是
夯土墙，上半部分则采用紫铜作为主要
材料，充分凸显二里头文化元素。”

这里所说的夯土墙“非同寻常”，这
是一种新技术、新材料，夯土中除了土、
砂、石外，还加入了纤维麻刀等特殊材
料研制而成。“夯土墙经过全手工打夯、
手工修整以及彻底风干后，再涂上一
层保护漆，它的硬度、抗压度不亚于钢
筋水泥。博物馆建成后，将成为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夯土单体建筑，端庄大
气有内涵。这是河南的骄傲，也彰显
了中国文化自信。”杨志伟自豪地说。

据了解，博物馆规划设计由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立教授团

队负责，他们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
成果运用到建筑布局的设计中，包含
了“钥匙”“盘龙”“铜爵”“玉璋”等二里
头文化元素。博物馆从整体外观上看
像是一条盘旋而上的龙，而从空中俯
瞰则像是一把开启中华文明的钥匙，
博物馆顶层的中央大厅设计则为“青
铜爵”造型。

从结构上看，博物馆分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包括公共区域、业务区域、
行政区域、早期中国研究中心四部
分。地上一层公共区域东侧设置有可
容纳 400余人的影视厅，观众可以在
这里观看二里头遗址专题片，了解最
早中国的历史进程；地上二层文物展
厅旁边设置有文物修复展厅，观众可
近距离观看文物修复过程，感受“复

活”的历史……登上博物馆顶楼北望，
一期规划占地613亩的二里头考古遗
址公园也在同步建设，二里头遗址区
与博物馆之间的古代洛河部分河道景
观复原工程也正在进行。

一直以来，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都
是社会焦点，众多中国乃至东亚“之最”
在这里浮出水面：最早的“紫禁城”、最
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及最早的铸铜作坊、最早的制作绿
松石器的作坊、最早的双轮车的车
辙……由此，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应运而
生。该馆是“十三五”期间国家重大文
化工程，占地面积246亩，总建筑面积
达3.2万平方米，总投资6.3亿元，将成
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
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

示中心，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

据该项目陈展组组长曹岳森介
绍，博物馆建成后，展(藏)品主要来自
二里头遗址近 60年来考古发掘出土
的遗物，以及夏商周断代、中华文明探
源两大学术研究工程成果、过程性文
字、图像资料等。而被誉为“中国第一
龙”的绿松石龙形器以及嵌绿松石铜
牌饰、青铜爵等重要出土文物将作为
镇馆之宝进行展出。

曹岳森说，目前，陈展内容大纲已
获专家评审通过，主要分为三个主题：
第一王朝、赫赫夏都、断代探源，阐释
早期中国的形成历程，让公众更好地
认知了解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提升国
家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③3

十月，来二里头抚摸“最早的中国”

民生法眼

热点关注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蒋士勋）3 月 19 日，荥阳市王村镇
新店村 2019年新当选的 6位“好媳
妇”走进该市优秀家风教育基地
——商相祠，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

“实践课”。
商相祠因祭祀傅氏始祖傅说

（史传为商王武丁丞相）而建，内有
“良弼家风”匾额、“崇俭约”碑刻，蕴
含“正、善、俭、孝、学”的家风祖训，
教导傅氏子孙勤俭持家、孝顺长辈、
厚养薄葬。

“为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发挥优
秀家风的作用，该市高山镇将商相

祠打造成为荥阳市优秀家风教育
基地，以好家风带动社会的好风
气。”高山镇党委书记周世军说，通
过开展家风、民风、乡风教育，提高
了村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凝聚乡村
振兴的精神力量，共促乡村和谐和
美。

荥阳还通过开展“立家规、传家
训、育家风”活动，在全市征集“家规
家训家书”“我的家风”故事等，引导
群众礼孝人和、文明传家。优良家
风的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助推当地良好社会风气的形
成。近年来，荥阳涌现出多位“中国
好人”“河南省道德模范”，并被命名
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③5

传承好家风 乡村更文明

嵌绿松石铜牌饰

绿松石龙形器

铜铃陶豆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效果图 本报资料图片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文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