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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新局奋力实现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3月 18日，走进民权县双塔镇秣
坡村，一行巨幅红字首先映入眼帘：

“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秣
坡。”巨幅红字东西两侧各矗立着
一座塔形纪念碑，分别镌刻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字样。塔顶上
是三面红旗的造型，在暖阳下熠熠
生辉。

旁边就是宣誓广场，广场东侧

是民权县第一个党支部旧址，三间
主房青砖蓝瓦，端庄古朴。

秣坡村党支部书记刘孝付说，
这两年，村里先后利用废旧坑塘、空
地，修建了六七处广场游园，成为村
民学习休闲的好地方。

沿着村内宽阔整洁的道路往里
走，两侧的花草树木错落有致。

“原来的路窄得很，不到 5 米
宽。”村民刘善坤笑着说，没想到村
里的环境能变这么好，有公园、广
场，还有文化馆，保洁员天天打扫卫

生，垃圾每天清运，家里还装上了水
冲厕所，和城里一样。

为提升秣坡村的“颜值”和“气
质”，民权县双塔镇深挖当地红色资
源，以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为依托，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出
了一条建设乡村人文美、环境美、田
园美、和谐美的道路。

在商丘，像这样的美丽乡村比
比皆是。

改善人居环境是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头戏，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

求。近年来，商丘把农村垃圾治理
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性工
作，全域推进，所辖 10个县（市、区）
均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农村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2019年年底，商丘市被
评为河南省农村垃圾治理达标市。

“这公厕建得特别好！”“是啊，
出来溜达一会儿也有地方‘方便’
了。”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贾
寨镇杨八集村文化广场上，几位村
民有说有笑地聊着天。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商
丘市卫生厕所（含无害化）普及率达
86%以上，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
率达 95%以上，所有行政村通了公
路，公路密度居全省第一位。

村容村貌好是“面子”美，精神
面貌、道德涵养、民风民俗好是“里
子”美。春节前，商丘各地纷纷开展

“好婆婆”“好媳妇”等系列评选活
动。刚刚荣获夏邑县曹集乡“好媳
妇”称号的吴四银笑着说：“现在村
里不比吃不比穿，都比谁孝顺、谁文
明，风气好得很。”为遏制农村大操
大办等不良习俗，涵养淳朴向上的
民风，商丘各行政村还建立了“一约
五会”群众自治组织等。

“下一步，我们将接续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构建
长效机制，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幸
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夯实乡村振兴
的基石。”商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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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农村环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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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3月 19日，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在农业农
村部近日公布的全国 62个非洲猪瘟
无疫小区名单中，我省牧原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内乡县）、河南省诸美种猪
育种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谊发牧业
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黄泛区鑫欣牧
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国家
首批“无非洲猪瘟小区”。

创建无疫小区，是实施动物疫病
区域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控制和
消灭动物疫病的国际通行做法。建
成无疫小区的畜禽养殖企业，就等于
拥有了代表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和水
平的“烫金名片”，在畜禽及其产品贸
易、政策项目支持等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

去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按照国
家有关政策和技术规范标准，按照“政
府引导、企业担纲、严格标准、宁缺毋

滥”的原则，开展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创
建，指导生猪企业提升生物安全意识，
完善生物安全措施，不断提升生物安
全水平。创建过程中，我省采取“企业
自愿申报、市县初审推荐、省级审核选
拔”的方式，省农业农村厅从全省 53
家规模养猪企业中，择优选拔上述 4
家企业率先开展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创
建。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
指导创建企业持续加强生物安全体系
建设，一次性通过国家评估验收。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以无疫小区创建为主要抓
手，充分发挥首批非洲猪瘟无疫小区
的示范带动作用，采取从场入手、分步
实施、示范带动、合力推动等方式，进
一步推进全省无疫小区创建工作，不
断提高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水平，
为全省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③9

□本报记者 陈辉

3月 17日—19日，2021（春季）中
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举行，展会引爆了积压已久
的需求，现场观者如潮，效果远超预
期。郑州服装企业以 2000 平方米的
参展面积集中展示，三大主力女装品
牌梦舒雅、娅丽达、逸阳联袂参展，收
获满满。

在女装馆，娅丽达现场接待客户
10000 余人次，现场签约 26 家、意向
加盟客户 150多个、空白市场开拓客
户十余个、ODM（原始设计制造商）
承接订单 6.5 万件。娅丽达参展负责
人王萌介绍，ODM 是娅丽达的优
势，之前已为多个深圳品牌做女裤贴
牌加工。展会上，娅丽达大方地亮出
了自己的客户名单：朗姿、恩裳、歌莉
娅、珂莱蒂尔、音儿等。这次展会，又
有维格娜丝、U.R 等女装品牌找上门
来。

梦舒雅“陈氏版型”第二代传承人
邸贞也在展会现场亮出了作品，经过
近 20年的传承、钻研与创新，邸贞已
成为中国女裤版型技术领域的翘楚，
去年获郑州市颁发“邸贞技能大师工
作室”，成为中国女裤行业的一块“金
字招牌”。此前，梦舒雅牵头制定的机
织弹力裤国家标准获批，成为国家标
准制定者。

两块“金字招牌”加身，梦舒雅贴
牌业务在此次服博会上面向全国推出

全新定位：“中国品牌女裤贴牌中心”，
更聚焦于品牌女裤的贴牌合作，合作
的 客 户 有 VERO MODA、ONLY、
C&A、歌力思、影儿、玖姿、波司登、江
南布衣等。

在电商女裤类目，逸阳是领跑者，
在标准执行方面，逸阳也是领跑者。

2020 年企业标准“领跑者”大会
上，逸阳获得机织女裤全国企业标准

“领跑者”。本次展会，逸阳打出主题
词：高端女裤供应商。逸裤作为逸阳
旗下品牌，主要服务于服装贴牌合作，
主打女裤品类，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年
轻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目前已与多
家知名女装品牌达成长期 ODM 合
作。

“从做产品到做标准，郑州女裤依
然走在女裤行业的前列，展现出持续
的竞争力。”郑州市服装协会专职副会
长丁岩说，下一步，郑州女裤将更好地
构建面向未来的品牌内容，获得更多
新一代消费者的认同。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3月 19日，澳
大利亚雪山水电站项目现场，随着超
大直径硬岩掘进机（“中铁 783号”）刀
盘缓缓转动，项目现场爆发出阵阵欢
呼，该项目正式迎来盾构施工阶段。

据了解，“中铁 783 号”开挖直径
达到 11.09 米，整机长约 137米，重量
约 2300吨，是我国首次出口的最大直
径硬岩掘进机。澳大利亚雪山跨地区
调水工程，是世界上大型跨流域、跨地
区调水工程之一，隧道最大设计转弯
半径 500米，掘进最大埋深 723米，主
要穿越海洋细沙、粉质黏土、带砾石的
砂质黏土、石灰岩等复杂地质地区。
该项目建成后，将把现有的雪山水电

项目发电能力提高 50%，为澳大利亚
国家电力市场增加 2000 兆瓦可再生
能源供应，为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针对该项目开挖直径大、埋深
大、岩石强度高、软岩破碎、下坡掘进
等工程特点，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技术
人员在设计时采用了重载硬岩刀盘、
主机区域设置两台常态化超前钻机、
盾体反扭装置、反坡排水系统等针对
性设计，具备快速超前处理不良地质
的能力。为确保设备顺利始发，中铁
装备组建了一支国际化高技能服务
团队，为高效掘进提供了有力技术保
障。③5

□本报记者 温小娟

随着三星堆遗址重要成果陆续浮出水面，
让世人看到了3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光辉璀璨
的青铜文明。专家认为，三星堆是古蜀国早期
的都城，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
物，可以清晰看到有中原二里头文化、商文化
的影子，明显受到中原夏商文明的影响。

有专家学者在相隔千里的殷墟出土的甲
骨文中，找到了古蜀国和中原地区商文明的
关联线索。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一个字，上
面形似眼睛，下面类似虫子，经过研究，很多
学者认为这就是古蜀国的“蜀”，表明当时中
原地区跟巴蜀地区已经有了密切的联系。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于成龙
十分认同这一观点，他说，不管是殷墟出土的商
代甲骨文还是陕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都表明，
古蜀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在他看来，古蜀国
以三星堆为主体，是中原王朝之外的方国，反映
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三星堆

时期国力强盛，是古蜀文明巅峰，这里出土了蜀
地最大的青铜器、最大玉器、最重金器。

根据《尚书》文献记载，当年武王伐纣、西
周灭商的时候，古蜀人曾经参加过西周灭商的
战争，这就是商跟蜀的关系。

古蜀国是一个什么国家？此前，许多人认
为，秦并蜀（公元前 316）之前，为古蜀王国的
传说时代。后来，根据《华阳国志》对古蜀历史
记载以及甲骨文里头星星点点的线索，让人们
相信古蜀国的存在。在考古人员看来，广汉三
星堆的考古发掘填补了早期巴蜀文化的空白。

但是，对甲骨文中这个字的解读，目前学术
界还存在争议。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甲骨文中
被识读为“蜀”的这个字跟古蜀国的“蜀”没有关
系，更非指四川的蜀地，其代表的是其他地区。

古文字学家王蕴智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甲骨文中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还不成熟，还
没有做系列排除工作，目前还不适合解读它。
他说，经过多代学者的努力，目前甲骨文大概
释读了 1600字左右与今天的文字相对应，其
他文字的解读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于晴

近日，在南阳市救助站的不懈努
力下，在外流浪 25年的张伍红终于找
到了家。

25年前，有轻微精神病史、18岁
的张伍红骑着自行车离家出走，再无
音信。2020年 8月 14日，南阳市救助
站工作人员开展“夏日送清凉”专项救
助行动时，在市区一广场发现了张伍
红，并将其送往医院治疗。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张伍红的
病情基本稳定。工作人员通过 DNA
识别、救助寻亲网登记等多种方式为
他寻亲，都没有结果。为了早日帮他
找到家，救助站救助一科科长段中元
一有空就找他聊天。有一天，张伍红
突然开口说出了驻马店市汝南县三桥
乡杨庄村这个地名。

段中元立即与汝南县杨庄村党支
部书记取得联系，发去照片让对方辨

认，结果并不对。段中元没有气馁，继
续着每天与张伍红的聊天。“熟悉之
后，他话也多了，虽然时而颠三倒四
的，但一提起三桥乡，他就精神一下，
说话也清楚些。”段中元说。

在张伍红混乱的话语里，段中元
寻找着蛛丝马迹，最终还是将目标锁
定在汝南县三桥乡。3月 2日，段中元
与同事带着张伍红到汝南县实地寻
亲。“这儿就是我家，我是大吴庄的！”
当救助专用车行至汝南县三桥乡时，
张伍红突然开口喊道，还激动地拉车
门要下车。停车后，工作人员向路边
村民打听，有人觉得他可能是 20多年
前走失的张伍红，确实是南大吴村
人。热心村民立即拨通南大吴村党支
部书记的电话，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当车辆终于停在了南大吴村，张
伍红年迈的父母和乡亲们早已将村口
围满，迎接这位走失多年的“游子”。

张伍红终于回到家了。③4

从“面子”美到“里子”的乡村

在甲骨文中探秘“古蜀国”

南阳市救助站查明流浪男子蹊跷身世

漂泊25年的他终于回家了

中铁装备出口澳大利亚
超大直径硬岩掘进机顺利始发

我省四家企业通过国家非洲
猪瘟无疫小区验收

春季大展沪上出彩
郑州女裤抢滩高端制造

改造后的民权县双塔镇秣坡村宣誓广场⑨6 张轩铭 摄

3月 20日，2021年遂平嵖岈山第八届郁金香文化节在嵖岈山温泉小镇郁金香园开幕。园里水晶美女、蓝钻石
等180多种800多万株郁金香一望无际，色彩斑斓，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花香引客来

甲骨文“蜀”字集录

■关注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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