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实习生 孙大平

拼 接 、刷 浆 、托 心 、吸 水 、晾
干 …… 文物修复师曹晋屏气凝神，
小心翼翼地操作，在围观者的惊叹声
中，破碎的清代名画“芦雁通景屏”一
点点复原“重生”。

日前，在河南博物院举办的博物
雅堂活动中，文物修复师为观众展示
修复“字画”过程。这里修复的并非
《芦雁通景屏》真迹，而是豫博文创最
新研发的“妙手复丹青”文物修复盲
盒中的产品。

“即便知道不是真迹，整个修复
过程仍令人心跳加速。如此精细的
工作，极其考验修复师的耐心。”一名
现场观众说。

8月 2日，记者走进河南博物院
书画修复中心，只见四周墙上满是修
复装裱的字画，曹晋正在为一件字画
文物制定修复方案。“真正的文物修
复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几个月、一年，
甚至长达数年。”曹晋说，修复前要先
诊断“病情”，对文物信息进行建档、

评估价值、分析“病害”后，再制定修
复方案以及风险预案。修复真正的
纸质文物通常需要数十道工序，每一
步都可能是决定修复成败的关键。

“文物不能再生，一旦损坏很难复
原。文物修复当存敬畏之心，绝不能
为了省事而凑合。”她说。

其实，在博物馆展出的许多文
物，都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雕细琢
修补复原。此前，为致敬这群“历史
时光守护者”，结合火爆出圈的“考古
盲盒”创意，河南博物院已经先后推
出了“散落的国宝”“文物修复大师”
系列修复盲盒，人们可以亲手拼接

“彩陶双连壶”“仕女俑”“汝瓷鹅颈
瓶”等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器物。

“修复的鱼纹彩陶壶插上野草
干花，莫名很搭。”“集齐修复了五
大名窑的瓷器，家里有了博物馆一
角……”“我在家里修文物”的全新体
验，让大众对文物修复盲盒有了更多
期待。

“妙手复丹青”修复盲盒是豫博
文创开发的第一款书画品类文创产
品。设计师孟庐陵说，书画品类考古

盲盒相较于其他系列要更难开发。
因为纸质产品不便于在黏土中保存，
所以这款盲盒创造性地跳过了挖掘
步骤。经过多次考量后，这款盲盒选
取了“芦雁通景屏”为修复对象，这幅
画描绘了群雁在芦苇中嬉戏的场景，
与人们的生活非常贴近。

南阳市博物馆、周口市博物馆、
渑池仰韶文化博物馆等也紧随河南
博物院的步伐，纷纷依托馆藏文物开
发修复盲盒。甘肃博物馆开发的彩
陶系列修复盲盒，还增加了DIY绘制
彩陶纹这一步骤，重现远古先民的浪
漫。“向大家展示不同类别、不同材质
文物的修复过程，把文物保护的理
念、过程展示给观众，让大家从文
物修复技艺中感受文物保护修
复的艰辛和匠心，让人们切身体
验文物是怎样‘活’起来的。”
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
说，文创赋能，让文物修复
有了更多“新玩法”，每个人
都可以化身“历史时光守
护 者 ”，守 护 历 史 的 传
承。③8

文物修复师展示的“妙手
复丹青”盲盒的清代名画“芦
雁通景屏”修复过程。本报记
者 温小娟 摄

文创有了新玩法

在家也能“修文物”

今年暑假，不少大学
生活跃在乡间，为孩子们
送去知识和快乐。郑州姑
娘郑婉月就是其中一员，
她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和现
场教学的方式为博爱县金
城乡张武村的孩子们进行
英语教学，提高孩子们的
英语口语水平。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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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建晓 李旭兵

8 月 2日上午，内黄县二安镇白
庄村 72岁的村民郭风真站在修缮一
新的自家小楼前，脸上挂着笑容。

去年7月，安阳遭遇特大暴雨，泄
洪水和倒灌水漫入二安镇的蓄滞洪
区。大水导致郭风真家的房屋地基塌
陷，裂缝从墙顶一直延伸到地板上。

在泄洪前一周，郭风真一家和其
他村民在村里的组织下紧急撤离。
洪水消退后，郭风真一家很快就收到
了政府补贴：通过核查核实、张榜公
示，郭风真一家的上房和侧房共获得
补偿 14万多元，撤离转移期间每人
每天还获得150元安置费。

二安镇去年共有 12 个村受灾，
铁炉胡村是受灾最严重的村之一。
铁炉胡村党支部书记胡学生带着记
者，来到村口新修的柏油路，指着路
边绿油油的花生地说：“去年这个时
候，地里一片汪洋。”

铁炉胡村共 297户、2730亩地，
去年，1300多亩地被淹，8户村民的住
房出现裂缝，村内道路被冲毁，变压
器、机井等电力相关设施全部受损。

大水退去后，多方来支援，铁炉胡
村的重建紧锣密鼓进行——受损的电
力设施全部更新，被冲毁的 5眼机井
全都修好，安阳军分区还给村里协调

40万元资金修路，把水泥路铺到家家
户户门前，把全村的路灯换了一遍。

在铁炉胡村的水泥路上，村民胡
留根正开着三轮车，准备和妻子去地
里干活，记者和他们攀谈起来。

“俺家有10亩地，又承包别人38
亩地，去年种了花生、尖椒、玉米。”胡
留根说，“去年水把地淹了，政府给我
们补偿，我们种的尖椒每亩补偿4804
元，玉米、花生每亩补偿1203元。”

内黄县豆制品深加工产业园是二
安镇最大的产业项目，建成后可形成
腐竹、豆皮等豆制品深加工的完整产
业链，岂料去年正建时遭遇了水灾。

“当时，室外的积水深 60厘米至
70厘米，室内也有积水。”产业园项
目负责人说，产业园区受损最严重的
是能源中心，高低压线电缆、配电柜、
电梯全部被淹受损。受灾后，政府给
予产业园专项救灾资金 300万元，县
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局、二安镇政府
组织了 200多名救援人员和志愿者，
不分昼夜帮助抗洪抢险，使产业园区
的厂房基本没有受损。

如今，走进该产业园区，十几栋
崭新的厂房一字排开。产业园区以
低价的天然气清洁能源和二安镇豆
制品加工基础等优势，已吸引 8家企
业入驻，预计年产值2.4亿元。

风雨过后有彩虹。走在二安镇新
修复的303省道上，两侧地里的花生长
势正旺。“我们有信心把蓄滞洪区建得
更好！”二安镇党委书记赵彬说。③5

□本报记者 曹萍

在乡村小学做“临时老师”，在暑
期托管班当“孩子王”，在少年宫教孩
子们唱歌跳舞……进入暑期以来，全
省各地返乡的大学生积极参与“快乐
成长”乡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
暑期特别行动，变身最美“志愿红”，
活跃在乡间学校，为孩子们送去知识
和快乐，自己也在火热实践中收获成
长。

开展多彩活动助力快乐暑假

“暑假里希望多和妈妈一起看书、
做游戏，让妈妈多陪陪我！”7月 29日，
在临颍县杜曲镇龙堂村乡村“复兴少
年宫”的一间教室里，一位小姑娘念出
了自己写给妈妈的话。

这里正在进行“我想对妈妈说”的
亲子家庭课堂，志愿者宋艳丽带领家
长和孩子们学习如何沟通。“我和孩子
都很喜欢来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村民张彩民说。

在临颍县，很多乡村都建有这样
的“复兴少年宫”，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带着孩子们学习、唱歌、跳舞、做手工，

“复兴少年宫”成了暑假里孩子们最爱
去的地方。

8月 1日，在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的科普活动教室内，一个小女
孩儿正在和志愿者下飞行棋。“今天下
飞行棋，我赢了好几个大哥哥大姐姐
呢！”女孩兴奋地说。

新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赵
李介绍，“暑假以来，中心共招募 72名
大学生志愿者，开展‘经典诵读’‘暑期
托管’和科普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7 月初，由省文明办会同省教育
厅、省文联共同开展的“快乐成长”乡
村学校少年宫文艺志愿服务暑期特别
行动在全省启动，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141个县（市、区）参与，招募大学生志
愿者 7100 多人，开展音乐、美术、体
育、舞蹈、经典诵读等服务农村未成年
人的各类志愿服务项目 1142个，助力
乡村孩子们过一个充实快乐的暑假。

统筹阵地资源搭建实践平台

每到暑假，“孩子没人管”成了很
多家长的烦心事儿。为破解难题，全
省各地通过统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的功能室、社区未成年人活动
室、青少年活动中心、乡村学校少年
宫、复兴少年宫等阵地资源，为特别行
动提供活动场地；同时广泛招募返乡
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让孩子们有地
方可去，有专人来管。

我省 156 所高校发出倡议，鼓励
大学生就近就便开展志愿服务。河南
理工大学专门组建“美丽乡村”行动实
践团，不仅开展美术兴趣小组活动，还
以墙绘的方式为美丽乡村增色；郑州
师范学院动员 150多名大学生参与志
愿服务。

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朱春阳参与
了南阳市宛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的志愿服务活动。他和志愿者们到黄
台岗镇禹王店小学开展活动时，一会
儿拿道具，一会儿发礼物，楼上楼下来
回跑，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新时代的大学生不仅有责任有
担当，而且特别能吃苦，都是好样的！”
7月29日，该中心工作人员周廷伟说。

勤学实干长本领，知行合一勇担
当。大学生们深入基层一线，发挥所
学和所长，在为孩子们上课的同时，自
己也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让青春
之花在实践中绽放。

“活动为大学生搭建了很好的社
会实践平台，培养了责任意识和担当
精神，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郑州师范学院宣传部
的王雪说。③5

大学生当起“孩子王”
青春在实践中绽放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我省再迎高温天，35℃是标配，
局 部 将 达 40℃ ，体 感 温 度 或 超
50℃。此轮高温的成因是什么？会
持续多久？8月 2日，省气象局召开
新闻通气会。

高温高湿天气将持续7天

“此轮高温天气具有持续时间
长、相对湿度较大、昼夜温差小等特
点。”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宁说，预
计此轮高温天气由 2日持续到 8日，
省内大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以上，
其中 7日前后南部、中西部最高气温
普遍达 37℃到 39℃，局部 40℃以
上。高温天气的同时，下午到夜里还
会出现局地雷阵雨天气。

是否会突破6月高温极值

今年 6 月全省平均气温异常偏
高，平均气温 29.1℃，较常年同期偏
高 3.3℃，为 1961年以来同期最高年
份。全省有 106 个站平均气温突破
建站以来同期极值。特别是 6月 15
日至 25日全省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有 53个站日最高气温≥37℃，连续
日数突破或达到历史极值。

本轮高温天气和6月的高温过程
有所不同。张宁说，本轮高温是受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主体势力控制的结果，
总体气温不会有6月那么高，但湿度较

大、昼夜温差小，体感舒适度比较差。

体感温度或超50℃需防中暑

天气预报 30℃+，为什么体感温
度能达50℃？

“体感温度高主要由温度和湿度
两个因素决定。”省气象服务中心高工
魏芳芳解释，气象部门发布的气温是
观测场中百叶箱里的温度，所以气象
部门测出来35℃时，市民在阳光直射
的大马路上的感觉肯定远远不止。另
外，体感的温度还受湿度、风速和辐射
甚至衣服的颜色等因素影响。

高温高湿天气对公众的健康会
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如引发中暑等
症。因此，提醒公众未来几天要特别
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
间户外活动。

重视秋作物病虫害的监测防治

根据当前墒情和未来天气预报，
预计至 7日，全省大部地区墒情仍以
适宜为主，土壤偏湿状况得到解除，
但豫中、豫西、豫南等地干旱区域会
有所增加。目前，我省秋收作物将陆
续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我省农
业气象专家建议，各地应根据苗情、
墒情做好水肥管理，促进苗情转化，
确保秋作物健壮生长。同时，各地要
重视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尤其要注意
做好玉米叶斑病、水稻纹枯病等病虫
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③7

蓄滞洪区展新颜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副热带高压盘踞
高温高湿天气持续

重建美好家园

关注天气

7月 30日，
在南阳市博物
馆文物展厅里，
学生正在参观编
钟。作为文博
大省，我省现有
博物馆 384家，
全省博物馆布
局 渐 趋 合 理 。
各馆依托自身
特 色 ，创 新 布
展，使文物保护
成果惠及更多
民众。⑨4 高
嵩 摄

8月 1日，驻马店市正阳县熊寨镇相林水库，成群的白鹭在这里栖息、觅
食，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⑨3 高万宝 摄

上图 8 月 2 日，郑婉
月在为孩子们辅导英语。

右图 助教和孩子们
在课间玩游戏。

快乐快乐
成长成长

□程全 琚姣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通讯员 柴锦
玉）7月30日至31日，第三届氧吧产业
发展大会暨“中国天然氧吧”媒体推介
会在江苏省东台市举行。大会公布了
全国首批“天然氧吧城市典型示范”案
例，三门峡市榜上有名。生态文明建
设“三门峡经验”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据了解，2016年，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在全国发起“中国天然氧吧”创
建工作。目前，全国已有 249个地区
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吧”，其中有 5
个地级市全域成功创建“中国天然氧
吧”，三门峡市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三门峡市以创建“中国

天然氧吧”城市为契机，积极推进生
态环境改善，促进文旅设施完善，该
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连年居河南省
和汾渭平原前列，小秦岭自然保护区
生态修复工程和百里黄河生态廊道
建设成为全省、全国典型。目前，三
门峡市所辖县（市、区）全部获得“中
国天然氧吧”称号，该市也成为黄河
流域唯一实现“中国天然氧吧”创建
全域化的城市。

作为“天然氧吧城市典型示范”
地区，该市积极探索地方产业绿色转
型发展“1+N模式”，规划康养资源开
发，开展氧吧农产品气候品质认定，
推动气候可行性论证。③6

三门峡上榜全国首批
“天然氧吧城市典型示范”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