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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驻马店

省委宣讲团走进驻马店、永城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12 月 8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在驻马店举
行宣讲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信阳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蔡松涛，省委宣传部
理论教育讲师团副团长赵琳分别在
驻马店市、西平县作宣讲报告。

在驻马店市宣讲报告会上，蔡松
涛从“深刻认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重大意义、有利条件和重要特征”

“准确把握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
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
目标与重点任务”“牢牢把握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和重要着力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动员各方面力

量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而团结奋斗”等四个方面，对
五中全会精神进行系统解读和阐释，
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

在西平县宣讲报告会上，赵琳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
义，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
期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
务，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重要着
力点，以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形成
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等方面，给该
县 200余名党员干部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专题辅导报告。

当天下午，蔡松涛还到驻马店
市驿城区西园街道办事处前王社
区，与社区干部群众进行座谈交
流。赵琳到西平县柏城街道办事处
建设路社区，与基层干部群众座谈
宣讲五中全会精神。③3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薛
亚萍）12月 7日上午，根据省委统一
部署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宣讲报告会
在永城市举行。省委宣讲团成员、
河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马恒运
作宣讲报告。

宣讲中，马恒运从充分认识《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的重要意义、起草
过程和核心要义，深刻认识我国进
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意义、有利条

件和重要特征，准确把握 2035年远
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
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牢
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
和重要着力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动员各方面力量为实现“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而团结奋斗
等五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详细解读
了全会精神。

与会同志表示，宣讲报告内容
丰富、视野开阔，对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是一次很好的辅导和
有力的推动。

报告会结束后，马恒运还与有关
单位负责人、永城市委党校教员开展
了面对面、互动式座谈交流。③6

永城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利用人工
智能缀合甲骨，一直是甲骨学界的梦
想。12月 8日，记者从河南大学获悉，
由河南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研发
的全国首款AI甲骨缀合产品“缀多多”
投入使用，首次将人工智能引入古文
字学研究领域。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
文字，距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甲
骨易碎，从它埋入地下一直到出土都
有可能会碎裂，通过甲骨上的文字、
纹路等将它复原，就是甲骨缀合。”河
南大学甲骨学与汉字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门艺介绍。以往，学者们主要

根据甲骨上的文字人工缀合甲骨，这
需要非常扎实的理论功底。培养研
究生进行甲骨缀合，则需要大概一年
时间，因为他们首先要学习认读甲骨
文字，了解甲骨的辞例、形态等基础
知识。

甲骨缀合对甲骨文研究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缀多多”软件第一次在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工智能批量缀合
甲骨，业内专家评价其“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缀多多”通过技术革新，以人
工智能驱动甲骨缀合，让以往专业的
研究工作成为普通人也能参与的活
动。

使用“缀多多”半个月完成的缀合
成果相当于人类专家一年的缀合成
果。河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张重生表示，“缀多多”的亮点主
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机耦合，计算
机专家与甲骨学界深度融合；二是技
术先进，“缀多多”采用的是模型驱动
的算法（软件），可解释性强，不依赖大
数据，泛化能力强。

谈到“缀多多”未来的应用前景，
张重生表示，“缀多多”不仅可以在甲
骨缀合上大显身手，随着技术演进以
及与不同学科专家相结合，所有数字
化文物的修复都可以用到它。③8

““复原复原””甲骨甲骨““缀多多缀多多””快又多快又多
河大参与研发 未来或可在数字化文物修复大显身手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或许
回望祖先们走过的历程，留下的
创造，挥洒的情感，坚守的风骨，更
能让我们体认，中华民族究竟曾为
世界文明贡献过什么……”12月6
日，伴随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满怀
深情的“告白”，央视大型文博探索

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正式开播。
按照每期一家博物馆，每个博物馆

推荐 3件镇馆之宝的规则，河南安阳的
殷墟博物馆作为入选本季《国家宝藏》九
大博物馆之一，将携哪三件重磅文物亮
相？12月 7日记者从殷墟博物馆了解
到，陶三通、亚长牛尊和YH127甲骨窖
穴将“合体”出现在节目中，带领观众了
解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前世今生”。

作为盛极一时的都邑，殷墟地下文
物遗址十分丰富。遗址内分布着宫殿
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以及众多居民

点和墓地。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玉
器、甲骨卜辞举世闻名。《国家宝藏》节
目组为何在极为丰富的馆藏文物中“相
中”陶三通、亚长牛尊和YH127甲骨窖
穴这3件文物？

殷墟博物馆市场宣传科副科长杨
艳梅说，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这 3件
文物契合了人类文明起源的“三要素”：
文字、青铜冶炼技术、城市的出现。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文字体
系，而且经过发展后沿用至今，是汉字
的鼻祖。这次选择YH127甲骨窖穴非
常具有代表性，万余片甲骨集中堆放，
是殷墟历次发掘中出土甲骨最多的一
次，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
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

“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
迹”。亚长牛尊代表着殷商时期青铜铸
造的顶峰状态和高超的生产力水平，而

且造型精美、憨厚可爱，它的墓主人“亚
长”是商代非常有名的将军，背后故事
性强。而陶三通就是商朝的下水管道，
跟现代的下水管道没太大区别，表明当
时城市规划有序且发展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

“殷墟是一部精彩的地书。透过这
些珍贵文物遗迹，我们可以了解商代的
社会组织、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等诸多
方面的信息。”杨艳梅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
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看来，殷墟博物
馆选择这三件文物大有深意，能够以点
带面，向观众讲述文物背后故事的同
时，展现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史。

据悉，11月中旬，《国家宝藏》第三
季摄制组已到殷墟博物馆拍摄外景，但
用怎样的故事呈现这三件文物现在还
处于保密状态。③6

央视《国家宝藏》第三季正式开播

殷墟博物馆3件文物将重磅亮相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黄河奔流，
孕育朵朵曲苑奇葩。12月 7日晚，在曲
艺联唱《老家河南》的精彩说唱中，全省
非遗曲艺展演周汇报演出在河南艺术
中心圆满落幕。演出由戏缘 APP、文
化豫约等平台同步直播，线上有 35万
人次观看了演出。

据了解，今年 10月 19日至 24日，
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举办了河南省非
遗曲艺展演周系列活动，通过专题演
出、大书专场和曲艺轻骑兵等形式，近
20个曲艺品种、78个曲（书）目、约400
名演员精彩亮相，吸引现场观众1万余
名、线上观众500多万人次观看，社会反
响热烈。本次汇报演出是从展演周系
列活动中遴选出一批优秀剧目，经过重
新编排后以全新面貌再一次呈现在观
众面前。

当晚的演出曲种荟萃、流派纷呈。
其中，既有我省主要代表曲种、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河南坠子、大调曲子、
河洛大鼓、三弦书，也有省会观众不常
见的南阳鼓儿哼、陕州锣鼓书、豫东琴
书；既有墨派大调曲子《套狗》、三弦书
《劝闺女》、河洛大鼓《二姐观灯》等传统

曲目，也有相声《国际范》、鼓儿哼《朱主
任赶猪》、曲艺联唱《老家河南》等新创曲
目，彰显了河南曲艺欣欣向荣的时代气
象。

此次演出的一大亮点是，百岁曲艺

老人余书习偕弟子、徒孙三代同台，为
大家带来三弦书传统小段《劝闺女》，观
众报以热烈掌声。4岁的陈尚恩，是河
南坠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胜利的孙
女，年纪虽小，已有丰富舞台经验，一曲
《玲珑塔》，赢得阵阵喝彩。此外，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青年歌唱家刘乐带来的
具有研究探索性质的河南坠子《晴雯撕
扇》，豫东琴书《清廉石》、河南坠子《擀
面条》、陕州锣鼓书《大禹劈三门》同台
绽放的“撂地”演出形式，以及河南坠子
《老虎学艺》、曲艺联唱《老家河南》等，
都给观众带来了新颖的艺术感受。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宝丰县人民政
府承办。③3

上图 12月 7日，演员在河南艺术
中心大剧院表演河南坠子《晴雯撕
扇》。 新华社发

青屏山公园绿意盎然青屏山公园绿意盎然

荒山披绿——
像养孩子一样“养”树苗

12 月 6日，新密市伏羲山。密密
麻麻的松树、侧柏挺拔于枯黄的灌木
丛中，一派生机盎然，冬日的大山并没
有想象中荒凉。

踩着布满碎石、泥泞的小路，爬到
山头已经气喘吁吁。这样的路，伏羲
山旅游区负责绿化的屈志强、新密市
林业局的技术人员们走过无数次。

山上缺水，山下打井四级提灌；山
高坡陡，利用铲车、挖掘机运苗，再由
人背驮肩扛；夏季干旱，五六十人在山
上轮番浇水……像养孩子一样“养”树
苗，如今，看着它们“长得很精神”，多

少苦和难都随风而去。指着对面那片
荒山，屈志强充满激情：“看，眼睛能看
到的今年要全都种上树！”

一棵棵树木挽手成林，一座座荒
山染绿吐翠，伏羲山方圆 36平方公里
内，已实施荒山造林 2万多亩，种植林
木300多万株。

不仅仅是在伏羲山，新密人发扬愚
公移山精神，采取“凿大坑、填大土、栽大
苗、浇大水”的措施，用“啃骨头”的办法，
在立地条件差、生态脆弱的荒山、荒坡，
采取鱼鳞板、裸岩凿坑、丘陵地平整改造
等方式累计造林6万余亩，完成了伏羲
山、柏崖山、九里山、北横岭等山区困难
地荒山岩石裸露区域的绿化彩化。

为荒山披绿衣，为道路系绿带。新
密采用无缝隙、园林式、全覆盖的方法，

对全市廊道进行高标准绿化、美化、彩
化提升改造建设。截至目前，已绿化廊
道96条628.4公里，基本达到了三季有
花、四季常青的景观绿化效果，不少道
路成为“网红路”，引来市民纷纷打卡。

森林创建——
将“小盆景”变成“大风景”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如何让人民群众更加亲近绿色，
拥有更多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

2018年以来，新密以森林创建为
单位载体，按照美丽城镇、美丽村庄、
美丽田园建设目标，积极开展森林特
色小镇、森林特色乡村建设。

各创建单位按照辖区内市民出

行，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要求，大力
推进花园、果园、游园建设，对辖区内的
荒山荒滩、沟河路渠、房前屋后、庭院内
外进行高标准绿化，开展规划建绿、拆
违增绿、破硬植绿、拆墙透绿、见缝插
绿、清脏补绿、闲地栽绿、屋顶造绿、墙
体爬绿、节点扩绿的“十绿”行动。

在森林乡村白寨镇翟沟村，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陈书杰说，去冬今春又在村
庄内外栽种3万株桂花、大叶女贞等观花
观叶树种，如今翟沟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90%，不仅村民天天生活在森林“氧吧”
中，还吸引了一个大型养老项目落地。

串点成线处处景。目前，新密已
成功创建国家级森林乡村 6个、河南
省国土绿化模范镇 14个、郑州市林业
生态镇 8 个、郑州市林业生态村 109

个，其中黄固寺村获评全国十大美丽
乡村。点线面相结合，“小盆景”变成

“大风景”，森林（镇）村建设效果显著。

全域旅游——
让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在城区居住的吴先生周末不爱出
远门，喜欢带着家人探路新密的游玩
路线，用他的话说是“惊喜不断”。在
西部的“新密慢城”道路两边，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饭点到了，去附近的米村
镇美丽乡村朱家庵品尝农家饭，一天
下来，心情无比畅快。

百姓玩得尽幸、吃得开心背后，是
新密围绕郑州市“西美”功能布局，加
速发展全域森林旅游的努力。

依托丰富的自然景观、森林环境
等资源，新密在建设 16个森林公园、
森林体验园、风景名胜区的基础上，还
新建雪花山森林运动公园、青屏山公
园等 4处主题公园。每年举办的伏羲
山杏花节、九里山槐花节、白寨镇蜜香
杏采摘节、岳村镇葡萄采摘节，57个
金银花、蜜香杏、核桃、葡萄等小杂果
规模基地吸引各地市民前来游玩。据
统计，2019年新密全市森林旅游总人
次达 900余万人次，林下经济年总产
值达 2.9亿元，林业旅游、康养与休闲
产业产值达6.2亿元。

“青山”与“金山”共享，保护与发
展共赢。新密市副市长杨洋表示，将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坚持让森林走
进城市、让绿色融入生活、让生态赋予
文化的目标，把新密建设成为舒适休
闲的绿色宜居城市、功能完善的美丽
生态城市、内涵丰富的森林文化城市。

从郑州一路向西，有一座森林

山城。它曾经以煤都名闻于外，如

今乃郑州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县

（市），它就是位于嵩山东麓、溱洧河

畔的新密市。

发展不停顿，增绿不停步。近

年来，新密市坚持把林业生态建设

作为生态立市、转型发展、可持续发

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常抓

不懈，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

（市）、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市）、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市）等荣誉

称号。

尤其在森林城市建设过程中，

新密坚持高位谋划，精心规划，按照

森林河南建设“六化”标准，以森林

特色小镇、森林特色乡村创建、推动

全域旅游为抓手，大力开展森林新

密、魅力新密建设，实现城乡绿化一

体化格局，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

改善。11月 27日，省林业局授予新

密市“省级森林城市”荣誉称号，新

密城乡生态建设正向纵深推进。

□陈慧

新密新密 森林山城绽放新魅力森林山城绽放新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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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攻坚克难成效显著。鹤壁

市 103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摘
帽，18130 户 54156 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蓝天、碧水、净土
三 大 保 卫 战 扎 实 推 进 ，PM2.5、
PM10 浓 度 分 别 下 降 12.7% 、
18.9%，空气质量保持省内通道城市
前列，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淇河水质稳居全省 60 条城
市河流首位。金融生态环境持续优
化，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区间，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鹤壁
市持续打好“稳就业”“保就业”组合
拳，新增城镇就业累计 16.8 万人。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9.4%，高
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 92.2%。民
俗文化节、樱花文化节、中原文博会
品牌影响持续提升，大运河浚县段、
黎阳仓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居民幸福感、公众安全感和法
治环境满意度全省领先，成功夺取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长
安杯”。

“十三五”时期，是鹤壁市筚路

蓝缕、披荆斩棘的五年，也是风雨兼
程、波澜壮阔的五年。去年 9月 10
日，省政府正式印发《关于支持鹤壁
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的指导意
见》，这是我省出台的第一份支持省
辖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的指导意
见，为鹤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
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预计“十三五”末，鹤壁市经济
总量将突破1000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达 75亿元以上，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28500元，分别是“十二
五”末的 1.4 倍、1.4 倍、1.5 倍；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到工业的比重近
60%，较“十二五”末提高约 30个百
分点。

“‘十四五’时期是鹤壁推动高质
量发展再出发、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的提升突破期。我们将以建设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为战略定
位，以‘七项工程’为抓手打造党的建
设高质量试点市，以‘五个示范区’为
抓手建设高质量发展城市，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走在前出重彩，奋力谱写高
质量富美鹤城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鹤壁市委书记马富国表示。③6

鹤壁：全力建设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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