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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践行嘱托新答卷 奋勇争先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李点）河南是千年
治黄的主战场、沿黄经济的集聚区、
黄河文化的孕育地和生态屏障的支
撑带。10月 13日，省人大常委会举
行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推动《关于促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学习宣传
和贯彻落实工作。

省政府办公厅等 15个省直相关
部门，沿黄九市人大常委会及济源示
范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参会。发布
会现场，省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
介绍了《决定》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
况，省发改委、省水利厅、郑州市人大
常委会、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
就贯彻落实《决定》相关工作作了介
绍。

《决定》主要内容包括十六条，突
出流域规划引领，强调以省级流域国
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为支
撑，充分发挥规划引领、指导和约束
作用；围绕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要求
省政府就重要支流污染制定地方标
准、推进综合治理，以“小河清”换来

“大河净”；突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提出落实“四水四定”、水资源消
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的一系列措施，

统筹本地水、引黄水、外来水，推动黄
河与长江、海河、淮河流域水网互联
互通；确保黄河安澜，作出汛期中应
当强化应急处突，明确不同情况的应
对流程，“谁先到谁先处置，避免层层
等命令”等规定；聚焦滩区治理，要求
滩区所在地政府会同黄河河务部门
明确滩区功能区划分、生态治理模
式、安全与保障措施；围绕流域高质
量发展，就产业发展、区域城乡发展、
扩大开放、基础设施建设等作了引导
性规定；破解“九龙治水”问题，明确
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提
出“区域治理服从流域治理”的理念
原则。

“10月 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意味着这一重大国家
战略进入全面推进、加速落实阶段。”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吴文毅介绍，
《决定》全面对接国家规划纲要，针对
黄河流域保护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
题，作出一系列有针对性、创新性的
规定，为当前各方面工作提供了制度
规范，对推动河南在落实重大国家战
略、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中走在前列将
发挥积极推动作用。③7

省人大常委会推动落实《关于促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协同发力
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挂牌近3个月，有了新进展

嵩山实验室近期将启五大项目 新闻发布厅

喜迎党代会 阔步新征程

□本报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100年前，渑池县仰韶村，从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村成了仰韶文化发现
地、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地。100 年
后，一座占地约 2800亩的仰韶村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呈现在世人眼前。仰韶
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 10月 17日将在三门峡
市举办，仰韶村也将再次汇聚世人目
光。

盛会开幕在即，记者走入仰韶村，
感受仰韶文化的魅力。

新馆呈现大格局大气象

远处韶山如黛，道路蜿蜒，来到仰
韶文化博物馆，这里正紧张施工中，工
作人员正忙碌着布展。

“针对原馆面积不大、陈展落后等
问题，我们投资 3000万元进行重新升
级布展。”渑池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
长侯建星介绍，虽然博物馆面积没有
增加，但要有大格局大气象，更加重视
外延性、科普性。

新馆东侧，正在矗立起一座全长
106 米、高 4.5 米的 1921 年—2021 年
百年考古历程红砂岩大型雕塑墙。从
雕塑墙南段起始，中国考古 100 年历
程画卷徐徐展开——1921年渑池仰韶
村遗址、1927 年北京周口店遗址群、
1928年安阳殷墟等。这些内容来自中
国考古学会在 160余家遗址中评选出
来的70个对我国百年考古具有重要影
响的事件。

1921年 10月，颇具传奇色彩的瑞
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仰韶，绚丽的彩
陶在封埋5000年后重新光耀世间。中
国有了第一个史前考古学文化——以
仰韶村命名的仰韶文化。中国考古学
从仰韶启程，逐步建立起史前考古学
文化的时空框架。

仰韶文化博物馆馆长崔强介绍，
重新布展按照“仰韶和她的时代”为主
题，分为 3个展厅，考古圣地、文化坐
标、黄河儿女、最早中国、世界的仰韶5
个部分进行全新布展。为了增加博物

馆的科普性，还专门设置了考古书房，
各类考古书籍可供翻阅。

仰韶村遗址公园将仰韶文化博物
馆、发掘纪念点、文化层断面、考古模
拟体验区等景点串联起来，成为展示
仰韶文化的重要窗口。

第四次发掘打破了“仰
韶村没有多少东西”的说法

去年以来，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的同时，仰韶村遗址第四次
考古发掘同步进行。2020 年 8 月 22
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渑池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启动仰
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这次考古
发掘受到广泛关注，入选 2020年度国
内十大考古新闻。

“如果没有第四次发掘，回望百
年，我们会觉得非常遗憾。”侯建星说，
过去考古界人士普遍认为，仰韶村只
是仰韶文化发现地，原址已没有多少
东西。但这次发掘把这种说法打破
了。发掘中，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已对
外公布了几项重大发现——在房屋建

筑遗存发现了用陶粒、料礓石等做成
青灰色类“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
草茎泥墙壁等，在尖底瓶中获取了酿
造谷芽酒和曲酒的证据，在墓葬土壤
中检测出丝蛋白微痕迹。

凭此想象，5000年前的仰韶人喝着
美酒，穿着丝绸，住着“混凝土”房屋……
在仰韶文化博物馆新的布展中，也将
对外展出第四次发掘出土的“混凝
土”、权力的象征物玉钺、交错平行线
彩陶罐等文物。

在第四次发掘现场，记者看到
考古探方上已经建了大棚，工作人
员正在小心清理现场。负责现场发
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考
古研究室副主任李世伟说，仰韶村遗
址第四次考古发现了猪、狗、兔子、
鹿等动物骨骼，还在一个灰坑里发现
了数具人体骨骼，人骨土样中检测
出了丝蛋白，可能存在丝绸实物。这
些人为什么会集中葬在灰坑中，是战
争还是瘟疫？都有待考证。这次发
掘极大丰富和加深了对仰韶村遗址
的了解和认识，为多学科多技术研究
的开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将填补仰韶
村遗址百年来多学科研究空白。

1921 件高仿彩陶集中
展示，仰韶文化研学基地正
在建设

三门峡市仰韶文化（彩陶文化）代表
性传承人、河南仰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新安被誉为“彩陶痴人”，20年
来他致力于仰韶彩陶工艺复原和研发，
让彩陶艺术再现仰韶文化之光。2019
年 6月以来，他和他的团队忙碌着一项
文化传承工程，集中高仿烧制六套不同
时期、不同特点、不同类型、不同纹饰的
仰韶文化彩陶代表作品，每套1921件，
并将捐赠给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河南
博物院、仰韶文化博物馆等单位。

由于历史原因，不同时期、不同地
点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收藏在各处，
相当一部分彩陶甚至保存在海外博物
馆。刘新安说，他们集中仿制彩陶也
正是为了让国内外爱好者能有个集中
感受仰韶文化的地方，“这些神秘的、
神奇的、奇妙的纹饰，正是仰韶文化的
魅力。”

远古文化，正在奏响现代乐章。③7

远古文化 现代乐章
——探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本报记者 师喆 尹江勇

从7月17日挂牌，至今已近3个月
了，作为河南省首家省实验室，嵩山实验
室进展如何？10月13日，嵩山实验室理
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不少关于嵩山实
验室的问题，在这场会议上有了答案。

目标：
科研团队将不少于3000人

嵩山实验室成立后，要做哪些
事？省科技厅厅长陈向平介绍了嵩山
实验室的职能：

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数字
经济基础设施发展前沿，开展数据科学
与先进计算、量子信息应用基础、智联计
算网络、网络空间安全和地球空间信息
科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
培养与学术交流工作，探索形成新型创
新技术链、生态链、产业链协同发展和开
放融合的政产学研用科研新范式，打造

高水平自立自强科技创新平台。
作为我省建设国家创新高地、打

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的重要平台，
嵩山实验室自诞生起便承载着全省的
期待。这从理事会提出的一系列高标
准建设目标中可见一斑：到 2035 年，
将嵩山实验室建成国际一流的信息技
术领域科研平台，形成不少于 3000人
的科研团队，承担国家重要战略任务，
取得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等。

嵩山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将由2个内
设议事机构，战略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委员
会具体把握。此外，嵩山实验室还将内设
科研管理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目前，已
从信息工程大学、郑州大学等主要参与单
位选派20余人组成科研和行政管理部门
的基础团队，先期开展相关工作。

研究：
近期将启动五大科研项目

今年8月以来，嵩山实验室已在郑

州市郑东新区北龙湖启动建设，办公
面积为6万余平方米。

实验室开工不久，科研项目何时
才能启动？

事实上，嵩山实验室前进的步伐
一天都不曾落下。

一面加紧和国内各大高校、企业、
科研院所洽谈合作，一面继续发力网
络空间安全等原有科研项目。

近期还将启动领域专用软硬件协
同计算晶上系统与软件支撑环境、内
生安全的云原生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
系统研制、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体系构
建及关键技术研究等五大科研项目。
每个项目拟下设 3—5个课题，实施周
期为3年。

这又带来了新问题。
目 前 国 内 知 名 的 几 家 实 验 室

中，鹏城实验室聚焦网络通信，之江
实验室面向智能计算，紫金山实验
室主打网络安全，都与嵩山实验室
的研究有相似之处。是否会发生重

合？
“这些项目的选择，是我们围绕

领域专用软硬件协同计算、行业应用
内生安全、数字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新
兴方向，综合考虑技术规划成熟度、
团队与技术基础及产业与市场前景
等因素拟定的。”嵩山实验室主任邬
江兴表示，这些研究方向和项目与国
内现有实验室都不重合，并已具备扎
实的技术储备，未来可形成嵩山实验
室独创独有的研发特色和产业化优
势。

未来：
嵩山实验室还要做什么？

“吸引人才。”邬江兴透露，嵩山实
验室已组建了初期的科研团队，并将
借助今年的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吸纳 350名相关领域科研人
员，为未来数千人规模的科研团队做
好全盘规划。③7

(上接第一版）刘伟强调，当前，我省
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
南新征程。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
的殷殷嘱托，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履
职水平，躬身入局，担当作为，为实现

省委确定的目标任务凝聚智慧和力
量。

刘伟还到戚城遗址调研了解文
物保护和利用工作。

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参加调
研。③5

（上接第一版）孔昌生和大家深入交
谈，嘱咐队员们要在少先队这所大学
校里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强调要全面加强新时
代少先队工作，坚持组织教育、自主
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引导少先队
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努
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活动开始前，孔昌生等还参观了
学校建党百年百幅少先队员学习党史
画卷作品展和红领巾创客社团活动。

据悉，为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
队72周年，河南各地中小学校共计约
2.24万个大队、35.13万个中队集中开
展丰富多彩的主题队日活动。线上发
起的“我和红领巾的故事”等活动，参
与队员人数达百万余名。③5

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为实现“两个确保”凝聚智慧力量

河南省少先队“十·一三”
建队纪念日主题队日活动举行

本报讯 10 月 12日，平遥国际电
影展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携电影
《谢谢你温暖我的世界》亮相国际舞
台，入围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
龙”单元。

该 剧 讲 述 了 一 群 初 踏 入 社 会
的 90后，面对现实的压力、逐梦的障
碍，依然相信同窗谊的“真”、包容朋友
情的“刺”、憧憬未来路的“美”。最终
他们褪去铅华，凤凰涅槃。

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导
演贾樟柯表示本届影展尤其突出对青
年电影的关注。《谢谢你温暖我的世

界》入围“藏龙”，青年导演贾溯也介绍
了幕后的故事：“青年电影所要传达的
就是用青春之歌展现青年力量，这是
我们年轻电影人的初心，恰恰与本届
影展对青年电影的关注不谋而合。”

河南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源头，
为豫剧戏曲电影、功夫电影、乡村电影
等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中国电影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作为文化产业领域的排头
兵，在巩固党媒权威内容核心竞争力
的同时，坚持以技术为内容生产“赋
能”，让内容与形式同频共振，在电影

产业领域也进行了大胆布局和投资。
《谢谢你温暖我的世界》的推出，旨在
拍摄出能够体现中原特质、传承中华
精神、彰显河南力量的主流电影。

据悉，《谢谢你温暖我的世界》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
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今日消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是一部完全由河
南电影人独立创作并完成的影片，也
是本届影展仅有的代表河南元素的参
展影片。③7 （朱军）
图为电影《谢谢你温暖我的世界》海报

媒体人的电影梦开了花
河南报业电影入围平遥电影节“藏龙”单元

仰韶村国
家考古遗址公
园内，两人雕
塑再现仰韶先
民 饮 酒 的 场
景 。 本 报 记
者 赵力文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又是一年
重阳日，10月 13日，河南省 2021年
庆祝中国“老年节”（重阳节）敬老助
老系列帮扶慰问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当天下午，敬老助老慰问演出在
郑州举办，来自基层养老单位和社区
的负责同志与我省老年人代表共聚
一堂，共同庆祝中国“老年节”。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公乐、省政协副主
席龚立群出席。

王全书、张德广、李志斌、张以
祥、吴全智出席活动。

除了慰问演出，今年，省敬老助

老总会还联合省文化馆、郑州颐和医
院，以“敬老助老·重在行动”为主题，
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
列帮扶慰问活动，包括公益诊疗、慰
问演出和帮扶送温暖活动等，并设置
了“永远跟党走”庆祝建党 100周年
敬老助老原创文艺作品和节目征集
活动的获奖荣誉展示台。

这个“敬老月”期间，省敬老助老
总会还将继续深入基层养老场所和
社区帮扶慰问，并积极宣传养老孝老
敬老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弘扬养老
孝老敬老光荣传统。③7

本报讯（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蒋晓芳）10月 12日，副省
长武国定到联系的受灾重点县浚县
调研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武国定一行先后来到小河镇袁
庄村、浚县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方、王庄镇集中安置点和小河镇柴湾
集中安置区等地，实地查看损毁房屋
建设、集中安置点规划设计建设等情
况，指导受灾农田排涝及秋种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听取了浚
县灾后恢复重建和省直部门对口帮
扶工作汇报。

武国定强调，灾后恢复重建是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要明确
目标，有序推进，近期重点做好保民
生、保麦播、保基本、保稳定工作，长
期要着力提升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提
升产业发展水平、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提升乡村建设水平。要突出重
点，抓好当前，确保种足种好冬小麦，
高质量推进倒房重建，切实做好民生
保障，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加强水利
工程建设，集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要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动员各级党
组织力量高质量完成重建任务。③5

我省庆祝“老年节”敬老助老
系列活动启幕

明确目标 突出重点
高质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