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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动鲜活的“移动课堂”

“为什么要把马和狗埋到那个墓
葬里？它们是公马还是母马、是公狗
还是母狗？”在当天报告会的互动环

节，一位小朋友的提问让人忍俊不禁。
“小姑娘，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

要。这是因为古代贵族生前出去视
察、打猎时要骑马、坐车，而狗会看门、
领路、打猎，所以在死后也把马、狗带
走继续为他们服务……”台上，考古专
家马俊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了小姑
娘一个满意的答案，也给在座听众上
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历史课”。

这样生动的课堂不仅仅体现在
一场报告会上，更体现在河南考古人
日常潜移默化的传播中。为向大众
普及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2016
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通官方微博

“河南考古”。“河南考古”开通不久就
试水直播考古发掘现场，先后打造了
信阳城阳城遗址战国楚墓的“2000
多 年 牛 肉 汤 ”“ 沉 睡 两 千 多 年 的 宝

剑”，以及“考古摔倒炫富”等多款“爆
款”产品，吸粉无数。其中，去年 10
月，“河南考古”晒出的一堆堆文物碎
片“炫富”图短短几天时间便吸引了
数千万网友的关注，成为文博行业传
播的标志性事件，也为文博同行提供
了经验借鉴。

考古公众化成“业内共识”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壮
大，考古公众化成“业内共识”。拥有

“话语权”的业内人士、专家学者不仅
自觉向社会推广、普及文物考古知识，
传播方式也从过去的单向传播向注重
互动、体验转变。

去年9月，平顶山市鲁山望城岗冶
铁遗址发布“招募令”，在全国范围内

招募社会志愿者和考古发掘技师。“这
是我省首次尝试志愿者参与考古工
作，邀请他们参与考古发掘、整理和宣
传讲解工作。此外，该遗址在发掘期
间的周末时间对公众开放，这也是首
次尝试。”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让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参
与到考古工作中来，不仅给考古带来
新思路，也使考古从单向传播变成互
动体验，使公众考古落到实处。

活化考古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河南是文物考古大省，仅去年
实施的考古发掘项目就有 282项。”省
文物局局长田凯说，近年来河南取得
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揭开了众多历史之谜。我们正通过各
种方式让考古成果活起来，如博物馆
展览及考古体验、建立遗址博物馆、
考古遗址公园等，真正将考古成果惠
及民众。

在“活化”文物考古成果上，我省
下了大功夫，建设了隋唐洛阳城、安阳
殷墟、新郑郑韩故城等一批考古遗址
公园和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不仅培
育了文化旅游主导产业，还提升了城
市的品位，改善了人居环境，成了实实
在在的惠民工程。此外，郑州市大河
村遗址博物馆等公共文博场所也成了

“公众考古”重要场所，大家可以在这
里体验考古，学习如何运用钻探工具
解密土层，发掘重要“宝贝”等。

田凯表示，让考古走近公众，增强
大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才是文物考古的
理想境界。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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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修乐

当浪漫、温馨的童话与威严、庄重
的法律相遇，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平
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犯
罪检察科科长刘桂芳，让童话和法律

“美丽邂逅”，开启了令人耳目一新的
儿童自护教育模式，照亮了未成年人
的成长道路。

“灰姑娘为什么要在晚上 12点之
前赶回家？”“白雪公主为什么不能吃陌
生人给的食物？”……4月24日上午，在
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一所偏僻的农
村留守儿童学校，刘桂芳正在用童话给
孩子们上课。讲台下，孩子们眼睛睁得
大大的，听得聚精会神……

为什么想起用童话这种形式给孩
子们普法，教他们自我保护？这缘于
刘桂芳曾经办过的一起案件：2014年
8月，8岁的圆圆被邻居王某以看小猪
为名，实施了性侵。可伤害发生后，天
真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直到其家人偶然发现，才使王某最终

受到法律的严惩。
对此，刘桂芳无比痛心，她认为，

惩治罪犯不难，可是，只有孩子懂得自
护，才能避免这种案件继续发生。她
看到孩子们对童话故事兴趣浓厚，就
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孩子们带去不一样
的自护教育课，灰姑娘、白雪公主、青
蛙王子等，都成了她精心编排的普法

课程里的主人公。
一个个熟悉的故事，一个个贴近

生活的场景，让孩子们感到既熟悉又
好奇，普法效果良好。

在普法中，刘桂芳还精心把课程
分成“校园安全”“家庭安全”“社会安
全”等系列，有针对性地改编童话故
事，这些故事被家长和孩子们亲切地
称为“桂芳童话”。

“桂芳童话”先后走进全市近百所中
小学，受教育学生达万余人。2016年 8
月，平顶山市两级检察院联合制作了“桂
芳童话”系列法制微电影《白雪公主和
黑丫丫》，在网络上备受欢迎。2016年
9月，刘桂芳带着她的儿童自护教育课
件走进最高检组织的全国“法治进校
园”巡讲，成为24名主讲成员之一。

对已经误入歧途的孩子，未检工

作该如何开展？2017年，刘桂芳推出
全省首家涉案未成年人“1+5”立体式
帮教体系，采取“中心加基地”的工作
模式，即在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立体
式帮教中心”，同时与高等院校、爱心
企业、技能培训机构、社区矫正部门、
公益组织等单位联合，共建“观察保
护、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社区教育、爱
心公益”5 种职能不同的帮扶教育基
地，为辖区所有涉案未成年人提供立
体式、多层次的帮扶教育。

截至目前，该体系共帮扶教育 17
名涉罪未成年人、5名未成年被害人、3
名附条件考察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和
2名临界年龄涉案未成年人。在 2015
年河南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工作机制创新推进会上，这项工作被
推荐为全省参考样板。刘桂芳先后获
得“河南青年五四奖章”“河南省关心
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

“我也是一位妈妈，做好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不仅是一名人民检察官的责
任，也是一位妈妈的责任。”刘桂芳谈起
工作时，语气温和又坚定。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4 月 23
日，省自然资源厅与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河南省分行（以下简称“省农发
行”）、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
举行“支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助推乡
村振兴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省农发
行将提供 1000 亿元的低息贷款，用
于全省1000个试点村进行全域国土
综合整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开展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是我省
创新土地利用管理方式、探索具有河
南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的重要举措。
通过整治，我省将对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进行全域优化布局，对田、
水、路、林、村、矿进行全要素综合整
治，对高标准农田进行连片建设，对
农村人居环境进行统一修复治理，实
现耕地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和农村人
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打造实践样本。

依据“试点先行、示范带动”的原
则，省自然资源厅已在郑州、开封等
地选择了 13个村试点。按照计划，

今年全省将启动 100个试点，明后两
年启动实施900个示范村建设。

面对这一艰巨任务和巨额资金
缺口，省自然资源厅、省农发行、省国
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携手推进
全域国土综合整治。省农发行利用
政策性信贷资金，提供 1000 亿元长
期、低息贷款，确保项目的资金来源。

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是 13个
试点村之一，这里的裴李岗遗址发现
了距今 8000 多年前的磨制石器，是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借助这次全域国土综合整治，新郑市
将引进投资，把裴李岗村打造成一个
文化旅游村庄。目前，裴李岗村正在
进行民居改造和水、电、路、天然气、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③5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4 月 23
日上午，由省委办公厅、省委国安
办、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省委保密办
联合主办的“第 80期河南省厅级领
导干部经纬讲坛”在郑州举行。中
央保密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张予西受
邀作《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
任务》报告。

据悉，此次讲坛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宪法和国家
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学习宣传教育，
不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报告脉络清晰、内容丰富、例子
鲜活，对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深
刻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
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保密工作的
能力和水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聆听报告后，省直机关一位党员干部
表示，将以本次报告会为契机，牢固
树立保密安全工作意识，认真落实工
作责任，将保密安全工作贯穿机关各
项工作的始终。

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分管国
家安全工作的厅级领导干部和安全
保密岗位机关干部代表共 400 余人
聆听了报告。③8

第80期厅级领导干部经纬讲坛举办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农发行等携手

千亿资金助力千村开展国土整治
直播考古现场 活化考古成果

我省考古“鲜活”走近大众

童话与法律的“美丽邂逅”

本报讯 4月 24日，历时 45天的
河南省第四期省管企业经营管理人
员进修班在郑州大学干部培训中心
举行结业仪式，来自 42家省管企业、
部分央企和省辖市市属企业的 101
名经营管理人员顺利结业。

本次进修班紧扣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一主题，集中安排了理想信念、人力
资源、金融市场、公司治理、资本运
营、安全生产、领导素养 7大模块的
40 多门课程，并到 9 家企业和单位
进行现场教学和考察，把党性教育
和专业培训相结合、理论学习和实
践教学相结合、课堂学习和现场教

学相结合、专业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深入研究把握新时代企业建设特点
规律，在工作理念、建设标准、发展
模式等方面进行“思想革命”和“换
挡升级”。

学员们普遍反映，此次系列培训
水平高、要求严、效果好，对准确把握、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提供了及
时重要的指导和帮助，进一步坚定了
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的信心和决
心。通过45天的培训学习，拓宽了工
作视野、提升了思想觉悟、提高了履职
能力，学到了切实打赢国企改革攻坚
战的本领。③9 （李中华）

第四期省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进修班结业

□王立志 摄影报道

4月 24日，在民权县花园乡赵洪坡村，具有地方民俗特
色的农耕文化和独具特色的明清风格建筑，成了该村吸引
游客找回乡愁的旅游发展亮点，该村正成为集乡村生态旅
游、民俗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宜居宜游新村。⑨6

民俗旅游 美了乡村

4月20日，范县濮城镇董桑庄双孢菇基地村民正在采收蘑菇。该基地有双
孢菇大棚20座，带动镇里32家贫困户种植蘑菇，户均年增收2000多元。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洛阳市首届洛阳牡丹飞花大会在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举行。中外嘉宾
以诗会友，感受洛阳厚重的历史文化。⑨3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春秋时期的墓葬都

没有墓道吗？”“古人是怎

么炼丹的？”……4 月 20

日，在河南博物院举行的

2018 年度河南考古新发

现公众报告会上，面对公

众抛出的各种问题，专家

们一一作了解答。

今年是省文物局连

续第三年举办全省公众

考古报告会，消息发布不

到一星期，吸引了数百名

观众到现场聆听。如今，

文物考古正在褪去昔日

神秘的面纱，从“高冷”走

向大众，从直播考古现场

到普及文物知识，再到其

他尝试，我省文博系统正

走出一条考古公众化的

独特路子。

100
个

今年全省将启
动 100 个试点，
明后两年启动
实施 900 个示
范村建设

刘桂芳精心把课程分

成“校园安全”“家庭安全”

“社会安全”等系列，有针

对性地改编童话故事，这

些故事被家长和孩子们亲

切地称为“桂芳童话”。

▲独具特色的
明清风格建筑

◀

游客体验农
耕文化

本报讯（记者 李悦）四人趣味拔
河、3分钟 10人“8”字跳绳……一个
个充满乐趣的赛事，是下月即将在兰
考开战的第三届全国农民体育健身
大赛的比赛项目。

4月 2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19 年全
国农民体协工作现场会暨第三届全
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将于5月 8日至
10日在兰考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
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400
名代表和选手在四人趣味拔河、3分
钟 10人“8”字跳绳、晒场收谷大丰收
等9个项目展开角逐。

目前，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都成立了省级农民体育协会，
农民体育协会体系逐步向下发展至

市、县、乡镇以及村，该项赛事也为广
大农民健身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展示
和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农村体育健身
公共服务水平和乡村居民身心健康
水平双提升，推动农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建立和持续发展。

据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副秘书长
王桂林介绍，本届全国农民体育健身
大赛设置的项目不同于竞技比赛项
目，在项目设置上突出“农”字和“趣”
字。比赛项目均紧密结合我国农业
生产实践，源于农民生活，富有农村
特色。项目规则简单有趣，最大限度
地保证趣味性、观赏性和参与性，参
与者和观众在比赛中都能够充分感
受到农业生产热火朝天的独特魅
力。③9

第三届全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
5月8日兰考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