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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4月 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做客郑州图书馆天中讲

坛，作了“聚焦三星堆，探索古文明”专题讲座，围绕观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解

说。这也是王巍作为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特邀专家参加央视直播解说归来后的首场讲座。

●● ●● ●●

重点大项目：
世邦集团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是省重点项目，位于鲁山县

产业集聚区，总投资 12 亿元，占

地面积 400 亩，包括联合工房、产

品研发中心、生产管理中心、智

能库房等建筑，主要生产绿色矿

山用破碎装备、有色金属矿用磨

粉机以及环保型智能化装车系

统。项目建设运营后，预计可实

现 年 销 售 收 入 13.6 亿 元 ，提 供

400—600个就业岗位。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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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4月 15日，“非
遗寻根”百名非遗传承人故里行活动在新
郑市黄帝故里园区举行，拉开了黄帝故里
百姓拜祖文化周活动序幕。来自沿黄九
省区的百名非遗传承人齐聚拜祖广场，满
怀崇敬之情，共同参拜中华人文始祖轩辕
黄帝。

此次黄帝故里百姓拜祖文化周以“溯
到源，找到根，寻到魂”为主题，开展“非遗
寻根”“文创溯源”“教育铸魂”三大活动。

其中，“非遗寻根”系列活动包括百名非遗
传承人“大河之泥”优秀作品展、百幅剪纸

“剪下生花，见证百年”优秀作品展、百行
技能大师“守初心 庆百年”先进事迹展以
及非遗寻根高峰论坛。主办方希望通过
系列活动深入挖掘黄河文化、黄帝文化所
蕴含的时代价值，持续提升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的影响力与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中华
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大河之泥”优秀作品展是一大亮点，

展览了沿黄九省区百名非遗传承人以黄
河流域泥土为主要元素制作的国家级、省
级非遗项目，充分展示黄河文化内涵。“百
幅剪纸”展览则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
程中的典型历史事件为创作素材，剪纸非
遗传承人用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艺
术形式歌颂党。

在非遗寻根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
沿黄九省区非遗传承人代表还共同启动
了“寻找·记忆·传承”非遗复兴五年行动
计划。今后将以此为平台开展交流分享
活动，发现、挖掘、培养特色非遗人才，将
其打造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的综合性服务平台。③5

此前众多报道中，许多专家学者
认为，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玉璧、玉戈
和牙璋演变成的仪仗用具和青铜尊、
青铜罍、铜铃等，都具有中原地区的风
格。

“比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外形
和商王朝中心地区的非常接近。”王巍
说，玉璧、玉琮的使用起源于长江下
游，但三星堆中的玉璧、玉琮不太可能
是 4300 多年前已经消失的良渚文化
的遗留，“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
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形成自身文化
的一部分，再传播至三星堆。”

在王巍看来，以三星堆古城和“祭
祀坑”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
王朝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三星堆文化
先后两次受到中原夏商王朝的影响，
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冶金技术，受到了
以青铜礼器、玉礼器为代表的中原礼
制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它在信仰
方面保持了鲜明的自身特色。

“三星堆文化和在其之后兴盛起
来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同构成的古
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星空中十分璀
璨的一颗星。”王巍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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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非遗传承人黄帝故里寻根

□李保平

近年来，随着我省老一代民营企
业家纷纷交棒，80后“二代企业家”渐
渐成为主力，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
点。这些“二代企业家”普遍具有高学
历、见识广等特征，但同时，含着“金汤
勺”出生的“二代企业家”又被打上了

“不能吃苦”等烙印。
在这近千人的“二代企业家”队伍

里，卫华集团的韩红安以“创二代”的
创新实践，扎根一线，深耕市场，带领
企业趟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

为什么是“创二代”？
作为一个极度排斥空想的人，韩

红安知道企业要实现传承必须持续创
业。因此，他进入卫华后，选择从最基
础的一线工人做起，装配电动葫芦、学
习焊接，担任仓库保管员、生产调度
等。几年时间里，他手上总是旧伤未
好又添新伤，大大小小划了上百个伤
口。也正是得益于那些年在一线与工
人同吃同住，深刻地了解了一线工人
的工作环境和状态，了解工人的需求，
了解生产中的种种细节，不断地积累
了宝贵经验，在后来的工作中使他受
益匪浅。

因此，他更把自己称为“创二代”，

也可以说是“创业型接班人”。
韩红安说，“二代企业家”其实

并不轻松，相反还会有很大压力：干
得好，外人说成是应该的；干得不
好，又要被外人说成是纨绔子弟。
我内心时刻绷紧一根弦：要想打拼
出一份事业，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
企业发展方向，打造自己的创业团
队，做自己想做的事，就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

作为一个 80后的新时代青年，韩

红安以“新思想、新举措、新格局”的创
业精神塑造“新的卫华传奇”。在韩红
安的带领下，卫华集团销售额、税金保
持稳健增长，产品种类达 10多个系列
200多个品种。蝉联全国制造业单项
冠军示范企业、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中
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凭借过硬的产
品质量和良好的品牌信誉，荣获“全国
质量标杆”等 500多项荣誉称号，卫华
品牌价值达71.9亿元。

新思想——
以人才为本 重科技创新

卫华集团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资
源。在卫华，50%的员工是青年员工，
80%以上的管理人员是外聘人才。近
年来，韩红安带领卫华集团组建了以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铁岗为带头人的 600人的科研
团队，从“筑巢引凤”到“为凤筑巢”再
到“筑巢生凤”，卫华已成为人才聚集、

创新创业的高地，荣获“中国 100最佳
雇主”称号。

他还推进企业建立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等 24个国家级、省级研发平台，先
后承接一项国家“863计划”、四项“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两项“国家火炬计
划”项目。在他的带领下，卫华拥有授
权 专 利 941 项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102
项。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项98
项；获政府鉴定科技成果 101项，其中
国际领先 4项、国际先进 6项、创造世
界纪录 1项。参与国际、国家、行业、
地方、团体标准 115 项。卫华集团成
为全国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之
一、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新举措——
铸国之重器 立行业标杆

卫华产品服务于多个国家重点项
目，韩红安带领公司开展科技攻关，主

持研发的防摇摆技术、精确定位技术
达国际领先水平，实现起重机向“起重
机器人”的升级。为北京奥运工程制
造的起升高度达 400米的起重机，创
门式起重机起升高度最大世界纪录；
为中国核工业制造的 70米跨度桥式
起重机，刷新核工业领域起重机室内
跨度最大世界纪录；自主研制的双梁
起重机助力我国时速 600公里磁悬浮
试验车成功下线。

他带领企业向高利润、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进军，成立卫
特机器人公司，开发搬运机器人、特种
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三大系列 17类机
器人产品。带领技术团队研发的 5类
智能立体停车设备相继问世，全新一
代钢丝绳电动葫芦等新产品相继推向
市场。如今，卫华已发展成以研制桥、
门式起重机械、港口机械、电动葫芦、
减速机、矿用机械、停车设备、特种机
器人等产品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

新格局——
放眼国际 智造未来

崛起的卫华集团紧跟国家“一带
一路”倡议，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
如今，卫华产品已远销至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等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一带一路”国家 52个。在韩红
安的带领下，卫华已从长垣的卫华成
长为中国的卫华，迈向世界的卫华。

为实现更宏大的发展目标，韩红
安大力推进卫华集团旗下子公司——
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稳步上
市。瞄准起重机国际前沿技术，投资
30亿元高标准建设卫华智能产业园，
一个集绿色化、智能化、定制化、网络
化于一体，年产 10万余台套的起重物
流装备生产核心基地初步形成，将引
领起重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蝶变蕴含磅礴动能，发展涌动奔
流不息。站上“十四五”和“两个一百
年”的新征程，“创二代”企业家韩红安
紧握时代脉搏，引领卫华创新发展，带
领百亿卫华乘风破浪驶向新蓝海！

“起重巨轮”驶向新蓝海
——看“创二代”企业家韩红安如何带领卫华转型升级

卫华集团董事长韩红安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4 月 14日，在平顶山高新区，河
南宾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调试车间，
第八代码坯机——“智慧云”码坯机
的工作场景令记者大开眼界——

轻轻启动码坯机开关，夹盘缓缓
下降，夹起砖坯，再提升至预定高度，
行走至砖垛上方，旋转 90°，放下砖
坯……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不需要
人工参与，循环往复，每小时可以码6
万块以上标砖。

码坯机广泛应用于制砖厂，帮
助码放砖坯，以便于装卸、转运。河
南宾康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是全国
最具规模、研发能力最强的码坯机
研发制造企业之一，其生产的第八
代码坯机可借助 4G网络，实现远程

监控、调试、维护，极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除了码坯机之外，该公司还瞄
准下游产业，针对建筑工地搬砖作
业招工难、效率低、劳动强度大等
问题，研制并投产了搬砖机器人，工
作效率相当于人工的 4—5倍，实现
建筑工地搬砖、运砖、卸砖全工期自
动化。

“我们把 5G 技术应用作为重
点，以智能化为目标，以节能环保为
重 点 ，努 力 推 动 制 砖 行 业 优 化 升
级。”该公司董事长李金鹏说，一周
前，公司与中国联通签约，打造平顶
山市首家 5G 工业化应用工厂。公
司所有产品的软件开发、程序编排
中，都预留有 5G 端口，只要工厂和
工地具备 5G网络，对机器的控制将
更加稳定高效。③9

码砖搬砖用上5G技术

本报讯（顶端新闻记者 沈若宸）
4月 15日，“全团带队学党史 你问我
讲共传承”团支书给红领巾讲党史活
动开讲式及首堂党史课在河南省实
验小学举行。

此次活动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来自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 20
名团支部（总支）书记、委员及青年干
部，将走进郑州、信阳、开封、洛阳等
20 所具有革命传承意义的小学，为

“红领巾”们带去内容丰富、形式生动
的党史课。

当日举行的首堂党史课由河南
日报编辑部团支部书记刘婵主讲。
她以“一位记者与百年党史”为题，通
过著名记者穆青的采访经历，展开关
于百年党史的感人讲述。

大手牵小手，以党带团，以团带
队，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是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的优良传统。“希望同学们能
从今天的党课里，学到新知识，受到新
启发。”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胡景战现场嘱咐孩子们。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党史学习教育能帮助青少年一
代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的智慧和
力量，团支书给红领巾讲党史活动让
党史学习教育在青少年中走深走
实。”河南省实验小学党委书记、校长
王献甫说。

活动最后，省直团工委书记郭晓
达、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陈凯等和报
业集团的团支书们为少先队员代表
发放了此次活动的倡议书。③8

“全团带队学党史 你问我讲共传承”

团支书给红领巾讲党史活动启动
44月月1414日晚日晚，，在洛阳牡丹博物馆北广场上演了一场在洛阳牡丹博物馆北广场上演了一场以牡丹为主题的以牡丹为主题的““牡丹霓裳牡丹霓裳””大型装束复原秀大型装束复原秀。。3030件沉睡千年的文物在这个件沉睡千年的文物在这个

牡丹飘香之夜牡丹飘香之夜““复活复活””。。图为演员身着精美还原的服饰图为演员身着精美还原的服饰，，展现中国古典服饰之美展现中国古典服饰之美。。⑨6 郭歌 刘雨晨刘雨晨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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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
械装备有限公司年产各种型号液压
支架 8000 架，装备了全国大型煤炭
基地的 1700 多个工作面，填补了多
项国内空白，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近年来，平顶山坚持“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国际化”方向，
按照“创新驱动、智能转型、高端引
领、基础支撑”思路，以电气装备、矿
山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等优势产业为
重点，全面推进装备制造业结构升
级、创新升级、制造升级、品牌升级，
打造全国重要的现代化装备研发制
造产业基地。

打开远程操作系统，按下启动按
钮，百公里外的挖掘机和矿车便按照
设定的速度、路线，自动开始无人作
业。近年来，河南跃薪智能机械有限
公司在突破近程遥控、远程操控、单
车无人驾驶技术后，又研发出无人矿
山调度系统，在 5G、大数据和云计算
等赋能下，在洛钼矿区实现国内首例
矿区全程无人作业。

就在去年 7月，该公司又与宁德
时代签约成立河南跃薪时代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携手为电动智慧无人
矿山的技术研发和产业推广提供全
流程解决方案，致力于我国绿色矿山
建设的快速发展，打造电动智慧无人
矿山新生态。

进入新发展阶段，平顶山还积极

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4月11日，
河南省跨境装备智造产业园区项目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依托
全市装备制造业优势，平顶山高新区
携手河南省国际贸易网商协会，按照
智慧5G园区标准，打造中部地区最大
的互联网+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

“项目建成后，我们将引进省内外
知名装备制造企业及相关行业上下游
企业，积极引进和孵化跨境电商企业，
推动中德双跨贸易合作区建设等，同
时利用网商协会的500多家会员单位
和众多海外分支机构，依托‘一带一
路’，帮助企业高效开拓海外市场。”跨
境装备智造产业园区负责人李凯说。

如今，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平顶山
市，正朝着打造制造业新体系、建设
制造业强市阔步迈进。③9

平顶山 高端装备“智”造未来

三星堆发现的海贝
是来自殷墟吗？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青铜纵目面具”等
造型夸张诡异的器物，引发了网友关于外星
文明、外来文明的猜测。在最新的发掘中，
三星堆遗址又出土了大量象牙和海贝，有人
由此认为三星堆文化受到了西亚甚至印度
文明的影响。

对此，王巍认为，按照当时的气候条件，
巴蜀有大象生存完全是正常的；至于海贝，
殷墟就曾出土了大量的海贝，且和三星堆遗
址的祭祀坑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研究表明，
殷墟的海贝并非来自印度洋，而是来自我国
东南沿海，那么三星堆的海贝是来自殷墟还
是其他地方，目前还没有定论。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很正常的，是推
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夏商王朝的冶金技
术就是在西亚文明的影响下产生的。”王巍说，
目前，不能排除境外文明因素曾对三星堆文化
产生影响。但是，要论证两个文化或文明之间
发生过密切的交流，应当符合几个条件：时间
上，基本同时，不应相差数百年甚至更长；距离
上，两者之间距离接近，如果很远，应当找到中
间环节；二者应当极为相似，以至于很难认为
它们是独自创造的。三星堆和夏商王朝的交
流符合上述条件。论证三星堆文明接受了境
外文明的影响，也应当符合这些条件。

蜀地丝绸是来源于中原吗？
一直以来，都有蜀国初代王蚕丛教

蜀地先民养蚕缫丝的传说。今年，三星
堆四号坑中，首次发现了丝绸朽化后的
残留物，并且在样土检测中多次发现丝
绸蛋白，表明 3000 多年前的三星堆王
国，已经开始使用丝绸。

王巍说，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养蚕
缫丝很可能是中原地区先民的发明。他
列举了几个证据：1926 年，著名考古学
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出半

个蚕茧；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蚕形
骨角制品；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织
品残片；去年，山西夏县师村出土 4件距
今6000多年的石制蚕蛹。

此外，四川的新石器时代先民来源
之一是迁居甘肃南部的仰韶文化先民的
一支，他们经过岷山，沿岷江来到成都平
原。“所以，不排除是他们把黄河流域的
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成都平原。”王巍
说。

古蜀文明中有多少夏商王朝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