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码
看
视
频

●● ●● ●●

要闻│112020年 10月22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徐东坡 李旭兵 美编 王伟宾

采访手记

“空心村”不空了。潘集村由

“空”变“实”，充实的不仅是人数，

更是人心。

潘集村嬗变的背后，是农村产

业的发展，是人居环境的改善，是

教育质量的提升，是精神生活的跟

进。让村民“老有所依、幼有所育、

壮 有 所 业 ”，是 潘 集 村 由“ 空 ”变

“实”的密码，也是农村千千万万乡

亲心底的期盼。③6

潘集村位于宁陵县阳驿
乡东南部，辖1个自然村、3个
村民小组，共 660户 2186人，
耕地面积 1780亩，主导产业
为大棚葡萄、西红柿及小麦、
大蒜、花生。曾经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达 132户 356人，贫
困发生率16.2％，是深度贫困
村。2017 年年底，潘集村实
现整村脱贫摘帽。③6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乡村名片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温小娟 祁思元

夏代究竟存在与否？夏商更替
是在什么阶段？如何判断夏的遗
存？10月19日，在洛阳举行第三届
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期间，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
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李伯谦接受了记者采访。

李伯谦说，近年来，考古学界
通过对登封王城岗遗址、新郑新寨
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结合历
史文献记载，证实了夏王朝的存
在。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文物和遗迹，为确定夏文
化的存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历史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禹
都阳城、禹伐三苗、涂山之会等，都
已在考古上都找到了相关证据。”李
伯谦说，比如，在距离王城岗遗址不
远的地方，发掘出土有“阳城仓器”
的陶片，“阳城”二字清清楚楚，所以
认为夏代都城阳城就在王城岗。

1996 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
断代工程，集中了 9个学科 200多
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通过“碳

14”年代测定方法最终认定：以王
城岗遗址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
遗存是夏朝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
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后
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
文化为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
汤灭桀的夏文化，而二里头遗址是
夏朝中晚期的都城。

“夏朝以河南为中心，实际上，
陕西、山西、山东、河北，甚至包括
湖北部分地区，都存有夏文化痕
迹。若想把 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
程梳理清楚，夏朝是最关键的起
点。”李伯谦说。

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文化研究
重点之一，发掘工作持续了 61 年
之久,但发掘面积仅占总面积的
1.5%。当前，宫殿的数量、建造时
间、宫殿区的位置，出土绿松石的
矿源，以及牙璋的性质、作用及其
制作过程等许多问题还未解决。

李伯谦表示，下一步，要扩大视
野和研究范围，比如发掘夏商更替
阶段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剖析相互
之间关系，采用多学科联合攻关，将
夏文化研究不断向前推进。③4

□本报记者 祁思元

“结合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
国内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将二里头
遗址认定为夏代都城的共识。我
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共识，把夏代、
夏王朝的历史研究得更深入，通过
世界古都论坛提升二里头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为二里头遗址申遗做
好准备。”10月 19日，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长王巍，在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
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

“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后期以
河南中西部为中心的夏文化。二
里头遗址是夏文化探索中规模最
大、出土遗物最丰富、时代特征最
明显、性质最明确的都邑遗址。”王
巍说，二里头遗址也因此被学术界

推定为探索夏王朝的首选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工作队新发现了二里头遗
址“九宫格”布局。王巍认为，这很
可能是当时贵族的族邑，也是中国
历史上最早的族邑。它的发现意
义重大，改写了对二里头遗址布局
的认识，是对二里头遗址乃至夏文
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今后应当加大考古发掘工
作力度，同时开展多学科结合深
入研究，从更多的视角研究二里
头遗址和夏文化的内涵、特质、与
周围地区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古
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王巍表
示，同时，应加大向公众宣传
的力度，使夏王朝的历史能
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
世人面前。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钧彦 闫文瑞

“过了这个点儿再出发吧！”10月
14日下午 5点多，在宁陵县阳驿乡潘
集村，记者走出村室准备去采访大棚
种植户，却被潘集小学校长赵玲喊停
了脚步。面对众人的疑惑，赵玲笑着
解释：“这会儿正赶上学生放学，路上
会堵车。”

堵车，在城市屡见不鲜，在村里可
是件新鲜事。

“新鲜事不止一件。”今年 40岁的
赵玲，用“意外”一词来形容家乡的“整
容式”变化。

村室背后就是潘集小学，和赵玲
描述的一样，学校门口的广场上，熙
熙攘攘，人头攒动。两轮、三轮、四
轮，各种车辆占满了学校门口的空
地。

2015年，赵玲刚到潘集小学就任
时，学校共有学生 147人，面临着被乡
中心小学合并的严峻形势，“压力特别
大，一度想放弃”。

不承想，5年时间里，学校翻新了

三次，盖了综合楼，建了新操场，教学
楼里班班配备了多媒体教学器材，微
机室、音乐室、食堂宽敞明亮，教师也
都是县里统一招聘培训后分来的大学
生。“咱软硬件都不比县城的小学差，
我们老师自己的孩子也在村里上学
呢！”赵玲说。

随着学校各项实力增强，学生数
量也越来越多，陆续有学生从县、乡小
学以及附近村庄“返流”到潘集小学，
如今在校生人数达396人。

“村里不仅有大批学生‘返流’，
不 少 外 出 务 工 的 村 民 也 纷 纷‘ 归
巢’。”省司法厅驻潘集村第一书记邓
先军介绍，“2015 年时，潘集村还是
典型的‘空心村’，当时全村 2600 多
口人，大部分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
平时村里不足 1000 人。”就在去年，
村里还有 110 多个留守儿童，而今年
减少到 32 人。大量年轻村民的回
流，让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产业发
展了，而且实现了幼有所育、老有所
依。

在去往大棚的路上，记者遇到了

“初代”大棚尝鲜者——70岁的村民李
建华。“政府支持我们建大棚，给政策、
教技术，我们村里干大棚的年轻人多，
他们头脑比较灵活，会上网、懂技术，
会销售、挣得多。”李建华说，潘集村已
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棚村”，回村创
业的“棚二代”也越来越多了。他自家
的大棚也已经传给了 24岁的孙子，称
自己以后要享享清福。

“我之前在外务工，没挣到钱还照
顾不到家里。大概是 10年前吧，我回
老家搞大棚种植。”大棚葡萄种植户宁
印一脸幸福地指着面前的 8亩大棚算
了一笔账：“像这样规模的大棚已有 3
个，在建的有 2 个，近 40 亩的大棚葡
萄，亩均纯收入达一两万元，一年能收
入五六十万元。”

从外出“淘金”到返村“掘金”的
不止宁印一人，潘集村的两个温棚果
蔬产业园区，已经建起 170 余座大
棚，带动了 500 人就业，年产值 1000
万元。

潘集村由“空”到“实”的背后，是
乡村产业的发展，是教育质量的提升，
是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逐步丰富。村
里的人多了、热闹了，产业发展了，村
貌也变美了。被墙绘漫画扮靓的围
墙、被绿荫鲜花装饰的村路、亮着温馨
灯光的一排排小别墅、文化广场上的
精彩演出……一度“沉寂”的村庄，如
今充满活力。③6

“空心村”巧变“实心村”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 月 21
日，栾川县庙子镇，郑西高速公路尧
山至栾川段庙子枢纽互通宛若云雾
间的一条“巨龙”。郑西高速尧山至
栾川段、济源至洛阳西高速、台辉高
速豫鲁省界至台前段，是今年年内
河南即将通车的 3条高速公路，全
长 133公里，均由河南省交通运输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位于伏牛山腹地的郑西高速尧
山至栾川段，平均海拔在 900米以
上，仅在栾川县境内的8.84公里中
就有9座隧道、30座桥梁，且隧道、
桥桩几乎都建在悬崖峭壁上。特别
是海拔高程在 920米至 1400米的
白云山隧道，隧道洞口在60米高的
悬崖上，仅1公里长的盘山便道就耗
时4个多月才修成。目前，这条绵延
6.347公里的特长隧道已经贯通。

距离白云山隧道不远的白云
山服务区，也正在紧张施工中。“白
云山服务区作为展示尧栾段优质

服务的重要窗口之一，除了承担餐
饮、休息、加油、修理等各项基础服
务外，我们还致力于把它打造成前
往景区游客的‘前哨站’和返程游
客的文旅‘加油站’。”尧栾西高速
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继
平说，未来在这里，通过加入无人
超市、VR电影院等智能元素和大
数据分析，将为旅客提供超前、综
合的旅游信息，将白云山服务区打
造成为一个生态时尚、体验新奇、
具有地方特色的综合性文旅休闲
服务区域，实现交旅融合。

据了解，省交通发展集团已建
成服务区共计 68 对，其中直接管
理 41对。为推动服务区供给能力
和水平尽快提升，实现从“标配”到

“高配”的转变，该集团将按照“节
约投资、一步规划、一区一策、分类
推进”的实施原则，建设绿色高速、
推动交旅融合、创新5G应用，持续
推动服务区高质量发展。③8

本报讯（记者 栾姗）10 月 20
日，省政府重点项目办传出喜讯，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重点项目完成
投 资 8103 亿 元 ，占 年 度 目 标 的
87.4%；完成开工项目460个，占年
度 目 标 的 94% ；完 成 审 批 事 项
3247个，占年度目标的93.7%。主
要指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我省重
点项目呈现出加快建设、有序推进
的良好势头。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把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奋力夺取“双胜
利”，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的重要抓手，全力以赴加快建
设，推动省重点项目冲刺年度目标。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中原
大数据中心、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
等项目加快建设；锐杰微科技封装
芯片、洛阳中德产业园、上汽郑州产

业基地高效节能发动机项目、河南
神马尼龙化纤印染项目等开工建
设；中科基因郑州科技产业基地、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中心等进行基
础施工；郑济铁路郑濮段桥下工程
基本完成，架梁作业全线展开；省科
技馆主体结构完工。各类对“十四
五”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引领性、支撑
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点项目取得
积极进展。

省政府重点项目办相关负责
人说，前三季度我省重点项目主要
指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拉动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40多万个，有效带动钢材、水泥、能
源、装备、新材料、物流等相关产业
发展，对扩大内需、增加企业生产
供给、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起到强力支撑作用。③8

我省将有3条高速年内通车
服务区建设从“低配”转向“高配”

前三季度

我省重点项目主要指标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扩大视野，推进夏文化研究
——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为二里头遗址申遗做好准备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温小娟 祁思元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
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一周年
之际，10月 19日至 20日，洛阳迎来了
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
术研讨会，国内外嘉宾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夏文化、文明起
源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这是一
次观点的碰撞、思想的盛宴。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夏王朝是真
实存在的，考古发掘更是印证了有关夏
代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
会长兼秘书长宫长为表示，夏史在中华
文明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具有关键地位。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
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是探索中国
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夏文化、夏
商王朝纪年及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关
于中华文明的进程和起源，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海旺观点十
分明确：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
文化是中华文明形成历史上最早出现
的核心文化，是向前探索中国更早时期
文明起源问题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是本次论坛
的出发点。作为研究夏文化的关键性
遗址，论坛期间发布的二里头遗址考古
最新成果备受瞩目，出土文物遗迹成了
讨论焦点。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
海涛表示，从目前的发现看，二里头都
城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
分隔形成多个网格，出现了家族式分区
而居的布局。如能确认，将为研究二里
头都城整体布局、夏王朝的规制等问题
提供重要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新伟表示，二里
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鼻梁上的
两件玉质器物应为玉蝉，展现了蝉在二
里头信仰系统中的重要性，而商代青铜

器上的蝉纹和饕餮纹则表明了其与二
里头文化的深刻联系。

“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唯一发现铜器
和绿松石镶嵌的遗址。”复旦大学文物
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秦小丽认为，二里头
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等
礼仪性用品，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社会
意义和宗教神性，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事实上，与探索夏、商前期历史有
关的文字材料在几十年前已经发现。”中
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提出，目
前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陶字符不少
于66种，商代前期甲骨文“乇”和夏代甲
骨文“夏”字，是论证商代第一都、夏与夏
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文字证据。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自去年开
馆以来已接待游客 90多万人次，成了
公众探寻夏文化的网红打卡地。“目前
博物馆正打造全国大遗址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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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
说，接下来，博物馆将突出学术立馆，将
博物馆打造成为夏文化和早期中国研
究及传播高地，推进数字化展示工程，
做好二里头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
期相关工作等。

围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可
持续发展这一论题，专家们从建设考古
遗址公园、文旅融合、科学保护等方面
建言献策。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提
出，将以“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为口
号，通过谋划建设郑汴洛世界级黄河文
化旅游目的地，打造郑州、开封、洛阳世
界级黄河文化旅游城市带。

世界古都论坛已连续举办 3届，成
了提升黄河文化、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载体，为世界古都城市和不同文
明之间初步搭建起了全方位、多领域交
流互鉴融合发展的文化平台，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古都智慧”。③8

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
——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0月 20日，在二里头夏
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文物展
品、一处处数字化互动体验平
台，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连
日来，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
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
里举行，让这个洛阳新的“文旅
打卡地”再度升温，前往参观、
研学的游客和学生
络绎不绝。⑨6
张光辉 摄

“文旅打卡地”
再升温

◀潘集村党群服务中心 ⑨6
▼潘集村温棚果蔬产业园区 ⑨6
均为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闫文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