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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变废为宝，绿色发展。12月18日，
记者在安阳岷山集团看到，废旧的蓄电
池在这里，通过铅膏、粗铅等冶炼环节，
变成了一块块铅锭。

近年来，这家企业逐步淘汰落后工
艺，研发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工艺，在原有生产铅的基础上，可以将
废渣提炼出金、银、铜、锌、碲、锑、
铋、铟等10多种稀有贵金属，
烟气回收制成硫酸。每年
回收处理 15万吨废铅酸
蓄电池，使企业形成了铅
冶炼、铅炭电池、储能电
池、废旧电池回收、铅冶
炼的闭路循环经济产业
链，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据悉，今年头11
个月该集团销售收入2.8亿
元，利税8540万元。8

麻江盟 摄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李晓伟

“嫂子，我就不等你，先走了，去那儿占
个地方，不然坐得远了我怕听不清楚，你也
抓紧点儿啊。”12月 17日晚，五陵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热闹非凡，有的群众放下碗筷顾
不上刷锅就匆匆地赶到这里占地方，唯恐去
晚了没位置。7点钟整，汤阴县委宣传部“精
忠精神”进万家宣讲活动在这里开讲。

自 2017年以来，“农民夜校”这一特殊
的培训方式，在汤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
涵。在夜校里，人们学知识、读村规、话发
展，明确了发展思路，增强了发展信心，增
添了干事创业热情。目前，“农民夜校”已
在全县 298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全县累计

举办 20000余场“农民夜校”，共有 50万人
次党员干部、群众参加了学习，学习热潮一
浪赛过一浪。越到冬天，汤阴县“农民夜
校”就越红火。当天晚上，同时开讲的还有
白营镇北店村。他们将“农民夜校”搬到了
文化广场。尽管寒风习习，却丝毫不影响
村民们的热情，大家欢聚一堂，了解镇村工
作、欣赏优美音乐、观看盘鼓表演。人们在
欢笑声中更加喜欢上这特殊的夜校。

韩庄镇羑河村“农民夜校”的学习主题
是“感恩母爱、孝行天下”。主讲人结合自
己的成长经历，讲述了一位母亲如何教育
儿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仅弘扬了优秀
传统文化，更充满了社会正能量，提振了大
家的精气神。

白营镇北陈王村“农民夜校”内灯火辉

煌，近百名干部群众把教室挤得满满当
当。“俺村的‘农民夜校’每期我都提前来占
地方。夜校讲授的既有国家政策，也有咱
县里的中心工作，还有贴近农民生活的知
识，能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助力添彩，我特别
喜欢听。”前来听课的村民尧素芹说。

“农民夜校”还能解决群众大问题。“纪
委监委给咱群众讲政策，大家心里亮堂堂
的，可舒坦了。咱县举办这样的活动真好，
真的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刚参加过“百名
纪检监察干部进夜校”（任固镇四街村专
场）的任固镇四街村村民李英只激动地说。

为促进全县纪检监察干部提升政策理
论水平、深入基层、掌握实情，进一步转变
工作作风，引领全县“五风”建设往深里走、
往实里做，汤阴县纪委监委从 11月底开始

在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开展“百名纪检监察
干部进夜校”活动。活动每季度集中开展
一次，每次不少于2个小时。县纪委监委机
关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派驻纪检监察
组干部、县委巡察机构干部深入到乡村，向
农村干部群众宣讲政策，收集干部群众意
见建议，并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帮
助群众排忧解难。对不能现场解决的问
题，耐心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或协调相关
部门落实解决。

当前，在汤阴的“农民夜校”，类似的特
色授课还有许多：宣传医保、扫黑除恶、农
业技术等。村民通过所学知识解决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农民夜校”成了香
饽饽。8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张龙飞）农业科技的传播者、
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科技特
派员这些坚守在一线的“田专家”，让广大农民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12月 18日，记者从安阳市科技局了解
到，安阳市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为农村培养了一批不走
的乡土技术人才队伍、推动了农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强大助力和科技支撑。

近年来，安阳市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2018年，
《安阳市科技特派员助力脱贫攻坚工程实施方案》《关于成
立安阳市科技特派员助力脱贫攻坚“十百千”工程领导小
组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选派省、市、县科技特派
员154人。广大科技特派员发挥知识优势，通过技术培训、
现场指导等形式，传授新技术，推广新成果，安阳县李有
林、内黄县晁顺波等乡土专家陆续成长起来，基层农业科
技队伍不断壮大。同时，科技特派员结合派驻地主导产
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服务，打造地方特色产业。其中，
安阳县韩陵镇梨园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番茄小
镇”。科技特派员还把自身工作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为
贫困村、贫困户提供专题技术培训，增强了贫困户的脱贫
能力和内生动力。

今年，安阳市共下拨科技特派员专项资金194万元，全年
开展服务300余次，培训3万余人次，发放资料5万多份，引进
100多个种养殖新品种，全市农村发展水平明显提高。8

本报讯（通讯员 刘超 翟彦冬）“听说没有，老支书从
村委会搬出来了！”“不止这些呢，听说还让他补交了租金，
看来这巡察组真是硬啊。”这是近日内黄县中召乡付庄村
百姓热议的话题。

11月 22日，内黄县委第十巡察村（社区）组在中召乡
付庄村召开了巡察动员会并通过广播向群众宣读巡察公
告。动员会议刚结束，就有村民找到巡察组：“有人长期占
用村委会的房子，你们巡察组敢不敢管？”巡察组组长王利
军当即回答“当然敢管，而且要一管到底！”

经了解，付庄村前任支书聂某因和村委会有经济纠
纷，以存放粮食和农具、杂物为名，占用了村委会 4 间房
屋。随后，聂某更是将房屋重新进行了装修，安装了空调
等电器，明目张胆地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在了解情况之后，巡察组随即找到聂某进行谈话和必
要的批评教育，聂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当天就主动
搬出房屋，并补交了 7000元租赁费，表示今后一定积极配
合村“两委”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随后巡察组向
中召乡下发了立行立改通知书，中召乡纪委给予党员聂某
诫勉谈话的处理。至此，围绕着这四间房屋长达十几年之
久的信访矛盾得到圆满解决。

“聂某搬出了村委会，一直压在我心里的石头也搬走
了，真心感谢巡察组！”付庄村支书聂世森拉着王利军的手
激动地说。

“在巡察工作中，我们帮助被巡察村解决问题，让群众感
受到巡察就在身边、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王利军说。8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昌奇）“真没想到，安阳淮调走进清
华大学倍受学生的喜爱。”12月 17日，安阳县淮调剧团演
员们仍然津津乐道地谈论清华学子们的反响。

前不久，安阳县淮调剧团走进清华大学校园，在蒙民
伟音乐厅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表演了《反潼关》之《吴汉
杀妻》一折，顿时惊艳全场。

当戏曲和青春相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台下，清
华师生、北京观众、河南老乡慕名而来争睹淮调风采，清华
园异常火爆。台上，充满梦幻氛围的灯光舞美、原汁原味
的漳河老调和演员们精彩绝伦的表演，将现场气氛一次次
地推向高潮，观众席上掌声雷动，喝彩声不断。饰演吴汉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安阳县淮调剧团长孙国
际说：“这是安阳淮调首次到清华大学演出，能把淮调演到
全国最高学府，我们非常自豪。”

这次展演活动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支持，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承办。

据了解，淮调也写作“怀调”，又称“漳河老调”，在豫
北、冀南广泛流行，是中州梆子戏的“活化石”。早在隋唐
时期，淮调就开始流行于黄河两岸。2007年，淮调入选河
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1年，入选国家
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据悉，此次展演每场演出均通过互联网戏曲平台“戏缘
APP”直播，让戏迷足不出户就可以观看到精彩的演出。8

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内黄县中召乡碾子头村因
地制宜，把原来的废弃坑塘改建下沉式水景游园，园内湖水全
部采用净化处理过的生活污水，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扮靓了
村庄，还给群众增添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图为12月17日，
碾子头村村民在游园内散步。 8 文/张龙飞 图/张晓霞

安阳

一线“田专家”乡村促振兴

人走“察”不凉
老支书搬出村委会

安阳淮调唱响清华

图片新闻冬日的“农民夜校”真火热

吃的是废料
吐的是“宝贝”

工人正在捆绑铅锭 工人正在将废旧蓄电池卸入储存池

铸造青铜器的“工厂”

2016年 4月，安阳西北环城高速项目
途径辛店。按照规定，安阳市文物钻探队
要进行考古勘探。

勘探区内，每平方米打入 5根拇指粗
细的梅花桩，细长的洛阳铲一次次探入地
下。15公分、30公分、45公分……月牙形
铲头带出的土壤愈发陈旧。

大约第十次收回洛阳铲时，勘探队员发
现，土壤呈现深浅不一的灰色，还夹杂着陶、
骨残片。勘探队员初步判断：辛店西南，地
下1.2米至1.6米，有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

“2016年首次发掘的范围是1360平方
米，发现了上千块陶范及磨石、烘范窑、炉壁等
铸铜相关遗迹。”安阳市文物局副局长、辛店遗
址发掘领队孔德铭说，经考古勘探调查，辛店
遗址的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而以往的商代铸
铜遗址，规模较大的也不过10万平方米。

出土的陶范更令人惊异。专家介绍，
陶范是商朝人制作青铜器用的模具，是判
断铸铜遗址时代、器物种类、铸造技术水平
的重要依据。商代的铸铜遗址，陶范的出
土量多少不一。

孔德铭说，辛店遗址共出土陶范1.2万
余块，花纹精美、品相完好，“遗址规模可见
一斑”。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部的技术
人员孔维鹏说，此次发掘中，他们在辛店遗
址中南部发现 3块陶范。据测算，这些陶
范能浇铸鼎足直径长达10公分的大鼎。

“司母戊鼎的鼎足直径不过十五六公
分！”孔维鹏认为，这是辛店遗址规模宏大
的又一证据。

截至目前，辛店遗址共出土青铜器 80
余件，其中鼎、簋、觚、爵等青铜礼器 46
件。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
副站长、研究员何毓灵的话说：“辛店遗址
堪称晚商最大的‘青铜工厂’。”

2018年至2019年，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将辛店遗址分为A、B、C、D四
个区域，深入发掘。
考古人员发现，辛店遗址之下，各时期

的遗迹压成一圈圈“年轮”，上可追溯至先商，下
可探及宋元，默默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
物。

洛阳铲破土而入，透口深度达到0.7米，土
壤呈现红褐色，这是隋唐遗迹。据孔维鹏介绍，
在A区，共发现60余处隋唐灰坑，“出土了不少
相州窑瓷器”。

史料记载，相州窑位于安阳北郊洹河安阳
桥南岸，兴盛于隋，衰落于唐，曾是中国北方最
大的青瓷窑址。

“深埋多年，这些发现都是残碎瓷片。我
们只能通过米黄的釉色和复杂的花纹，想象昔
日的精美。”孔维鹏说。

透口深度若达到1米，土壤呈浅黄色，便是
战国遗迹。出土文物以豆器为代表。

专家介绍，豆器上方扁平、下方单足，形状
类似高脚盘，盛行于春秋战国。《国语·周语》中，

有“觞酒豆肉箪食”之说。时过境迁，曾经细腻
光滑的“豆”，如今也斑驳不堪，盘中再无肉糜与
果蔬。

再往下，透口深度达到1.2米，土壤呈深褐
色，这是商代遗迹的象征——这一时期，辛店
遗址空前繁荣。

“B区发现了密集的商代建筑，有成排的柱
洞、房基和墓葬，道路宽度达到 6米。”孔维鹏
说，这些建筑规格非常高，还有单独的“四合
院”。主体建筑与配殿、廊、庑结合在一起，形成

“居、葬、生产”合一的晚商聚落。
“辛店遗址内，各时

期遗迹绵延不绝。
这证明，洹水殷都
自古就是福地。”
孔德铭自豪地
说。

如果说，厚实的土层是记录历史的“年
轮”。那么，先民的遗迹就是储存文明的“硬盘”。

2019年 4月 18日，在辛店遗址的C区，人
们发现了一枚指肚大小的桃核。深埋地底三
千年，重见天日时，它已碳化发黑。

考古队员叫它“文明的种子”，谈起它时，
总会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三千多年前，是
谁把桃儿从树上摘下？是用来果腹，还是馈赠
亲友？一枚跨越千年的桃核，引发人们的无限
遐想。这，就是文明的魅力。

有些痕迹记录文明存续，有些痕迹见证文
明交流。

安阳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仓库内，保存着一
把商代末期的青铜匕首。刀刃长约17厘米，像
个等腰三角形，梭形的刀柄约8厘米长，尾部像
马头一样微微上翘，还有5个圆圆的孔眼。

“这种造型是典型的草原文明风格。早在
三千多年前，中原民族就与草原民族有交流。”
说到这里，孔德铭眯起眼睛，似乎在思考，那交

流是战争还是互市。
古老的匕首，象征着草原民族的粗犷；古

朴的青铜器，彰显出中原文化的力量。
仓库内，一方矮矮的铜鼎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它高不过 17 厘米，宽约 9 厘米，四足短
粗、方口长耳，像个微缩版的司母戊鼎。孔维
鹏拿起小鼎，让记者看里面的“戈”字铭文。

据介绍，“戈”族是商代重要的氏族，在殷
墟附近的铁四路、戚家庄、大司空村、徐家桥村
等地也出土过同样的铭文。专家认为，这表明
青铜文明已经深入影响到殷墟附近的族邑，显
示了中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

就这样，文明的点滴，汇聚成华夏民族的
集体记忆；漫长的岁月，道不尽这块沃土上的
风土人物。辛店遗址的印记，都将变成文明的
纹理，述说着古老中国的沧桑，铭记着华夏神
州的变化……8

记录历史的“年轮”

储存文明的“硬盘”

提取祭祀坑兽
骨信息

采集铸铜作坊土样

□安阳观察记者 张遂旺

安阳殷墟保护区东北10公里，辛店集
的西南部，有一块南北狭长、东西略窄的三
角地。

2016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
发现晚商大型铸铜遗址；2018 年至 2019
年，考古工作者又在这里发现了
宋元、隋唐、战国、西周等时期
的遗迹。

多年来，人们步履匆
匆却并未想到，这片土
地会有一次不期而遇
的“华丽转身”。如今，
人们惊奇地发现，这
片厚实的土地上，一草
一木都在述说着中原
大地的悠悠往事……

（（本文照片均为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本文照片均为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辛店遗址A区B区航拍呈三角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