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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冬日的雪花轻柔地飘洒在豫西
伏牛山深处河南省栾川县新南村“铁路小
镇”的火车上，绿色的车厢在白雪的映衬下

分外美丽。
贺双丽在车厢对面自家新建的二层小

楼里，打扫房屋、筹备年货，脸上的笑容如绽

放在寒冬里的梅花。
新南村不通火车，却建起了一座“铁路

小镇”。“铁路小镇”与交通无关，但却关乎着
新南村522户 1822人的脱贫致富。

栾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县之一，由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具体承担帮扶
任务。

王延辉是郑州局集团公司派驻新南
村的驻村扶贫干部，主要负责“铁路小镇”
建设。该项目在新南村伊河边选了一片
移民搬迁安置地，帮助 89 户村民建设农
家宾馆及配套设施。将铁路退役的火车
头、车厢、轮对、钢轨、枕木、信号机等捐赠
给当地，打造铁路主题公园，改造火车餐
吧，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助力新南村贫困
户脱贫致富。

“这里好山好水，离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老君山只有 10多分钟的车程，很适合发
展特色旅游项目。”王延辉一到新南村，就开
始实施建设农家宾馆的计划。

对于一时想不通或资金周转紧张的村
民，王延辉个人先后借给 10余户贫困村民
20来万元，建设农家宾馆，用真心和诚意感
动了村民。

被王延辉“亲劲、韧劲、拼劲”所感动的
村民贺双丽，拿出夫妻两人打工挣的积蓄，
加上铁路的帮扶资金，按照村里的统一规
划，在原址上翻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建了 3
间具备接待条件的客房，并赶在当年旅游旺
季前投用，仅暑期旺季三个月，客房收入两
万多元。

和贺双丽夫妻一样受益的还有新南村
其他88户在“铁路小镇”改造农家宾馆的村
民，由于修好了公路、建好拦水坝、改善了居
住环境，游客络绎不绝，旅游旺季守在家里
一个多月就能收入 5000多元，这让新南村
的村民实现了高质量脱贫。

寒假来临，王延辉不仅为小学生送来
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还时常辅导小朋
友们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能力。

大山深处的牵挂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1月13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队员马龙（中）在训练中。当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在北京某军
事体育训练中心开始为期一周的军训。 新华社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王洪岩 戈潇阳）
为深入做好文物安全保护和打击文物犯罪工作，郑州警方于
2019年初制定出严厉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成立打
击文物犯罪领导小组，全力侦破此类案件，追回被盗文物。1月
13日，郑州警方通报了 2019年全市公安机关侦破文物案件的
相关情况，共破获文物案件14起，打掉文物犯罪团伙6个，抓获
涉案犯罪嫌疑人63名，追回涉案文物30余件，极大打击震慑了
文物犯罪活动，有力保护了全市的文物安全。

通过打击侦办一系列的文物被盗案件，当前郑州区域的文
物犯罪活动大大减少，但郑州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将
会同文物部门重点对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涉嫌文物犯罪持
续开展严打专项行动，重拳出击、多措并举，坚决把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打下去，切实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管理好、守护
好。同时，公安机关呼吁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发现盗掘、盗窃、倒卖、走私等文物犯罪
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郑州警方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新华社郑州1月13日电（记者 桂娟 李文哲）“河南淮阳平
粮台遗址发现的车辙痕迹，距今至少 4200年，是中国迄今发现
的年代最早的车辙痕迹，对研究我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2019年淮阳平粮台考古队领队、北京大学副教
授秦岭说。

近日召开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19年度考古成果交
流报告会上，秦岭公布的这一研究成果引发学界关注。

据介绍，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发现了早期道路路
面。路面之上，多处车辙痕迹宽 0.1至 0.15米，最深处 0.12米，
最明显的一条长达 3.3米。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 0.8
米，被专家们初步判断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由于无法对车辙痕迹直接测年，研究人员根据打破有车辙
路面的龙山时期墓葬的测年数据判断，路面以及车辙的使用距
今至少4200年。”秦岭说。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夏代车辙，将我
国用车的历史上推至距今 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
的发现，又将中国车的起源提前了至少500年。

发现于1980年的平粮台遗址是中国目前保存较好、面积较
大的一座龙山文化古城。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完备的城
市排水系统，开创了中国城市建设规划的先河。

淮阳发现中国最早的车辙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由郑州市文联、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主
办，升达艺术馆、时光空间画廊承办的“时代的肖像——江融摄
影作品展（郑州站）”，日前在郑州升达艺术馆开幕。展览展出河
南籍摄影家江融拍摄的肖像作品76幅。

江融，1989年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获纽约市立大学
政治学硕士学位，曾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进修。获得中国文化
部颁发的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和评论类）。现任联合国展览审
批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库摄影类专家。

自2004年起，江融开始拍摄来自160多个国家的联合国工
作人员的肖像，集结成《我联合国人民》，以展现世界各国人民的
形象。2008年至 2011年期间，他多次返回中国寻根，沿途拍摄
多幅国人肖像，集结成《我中国人民》。其间，他还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拍摄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土著人代表，集结成《我土著人民》。

此次郑州站展览便展出了《我联合国人民》《我中国人民》和
《我土著人民》肖像摄影作品 76幅。这三部作品也曾在联合国
总部、纽约皇后艺术博物馆、上海世博会、大连美术馆、福建省美
术馆、上海蕙风美术馆展出。江融希望将这三部作品同时呈现
给家乡父老，以期表现这个时代人类的精神状态。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4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时代的肖像”摄影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秦华）近日，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北京图书订货
会上举办了重点新书发布会暨向北京鲁迅博物馆捐书仪式。发
布会上推介了该社重点新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兴
版画（1931—1945）》。

《中国新兴版画（1931—1945）》是一部全面反映抗战时期
中国版画成就的大型艺术文献，通过版画作品和相关文献集中
展现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精神风貌。该书以馆藏大量抗战版
画原作为基础，广泛搜集版画家及公私藏家所藏，汇集 1931年
至 1945年间抗战版画作品1300余幅，编为作品集7个分卷；又
遍访全国各地图书馆，获得相关文献资料 50余万字，编为文献
集1个分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版画艺术
家、美术理论家王琦等专家学者都对《中国新兴版画（1931—
1945）》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认为，该书全面展示了抗战版画
生长和发展阶段的面貌，填补了新兴版画特别是抗战时期版画
没有作品及文献集成式总集的空白。

发布会上，河南大学出版社向北京鲁迅博物馆捐赠了一套
《中国新兴版画（1931—1945）》。作为珍贵的艺术文献，这些资
料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新兴版画的研究和保护。

《中国新兴版画》出版

本报讯（记者成燕通讯员 王丹妮）春节将至，为进一步丰富
全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按照省
文化和旅游厅“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安排，“春暖中
原·老家河南”郑州市“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馆小分队工作队员
走进登封市颍阳镇范寨村，提前为村民送去新春的问候。

此次活动 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郑州文化馆、郑州
市文化志愿服务中心承办。

“红灯照出全家福，红烛摇来好福气。”活动期间，河南省话
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话剧金狮表演奖获得者蔡小艺首先代
表全体队员为村民送上新春祝福。随后，常派弟子、河南广播电
视台签约演员、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李金玲为大家带来豫剧
《拷红·在绣楼我奉了小姐言命》《红灯记·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
壮》；郑州市优秀文化志愿者表演的曲剧《风雪配》选段、豫剧《花
木兰》选段、豫剧《陈妙常》选段等节目依次登台。最后，由郑州
市优秀文化志愿者江彩为大家带来单口快板——《中国梦》、《让
孝心回家》。台下，众多书法家把新春的祝福写进对联，用实际
行动为群众送去新春的祝福。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乡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民族团结 薪火相传》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火炬传递图片展，在郑州金博大
城外广场开展。广大绿城市民纷纷驻足参观，重温民族团结薪
火相传的经典时刻。

据了解，本次图片展共收集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火炬
传递相关图片近百幅，其中有些图片还是首次对外发布。记者
在现场看到，一幅幅影像栩栩如生，仿佛瞬间就能将观众拉回到
2019年 5月 8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火种采集、互联网火
炬传递启动仪式以及 2019年 9月 7日城市实地火炬传递现场
盛况，展现出 56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场景，展示了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辉煌成就。

另据了解，本次图片展从昨日起正式免费对广大市民开放，
1月 15日后，图片展将继续在大商·麦迪逊城市奥特莱斯金博
大店4楼展区免费展览，届时广大市民可继续前往观展。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火炬传递图片展在郑开展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
者从市校足办获悉，新年伊始，郑州
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
工作会在郑州九中举行。郑州市
228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足球指导教师、郑州市青少年校
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教练员，郑
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成
员，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开发区教
育局（校足办）负责人齐聚一堂，共
商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
训练营工作。

作为校园足球的重要组成部
分，郑州市开展“满天星”训练营工
作是根据《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
革试验区基本要求》《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基本要
求》开展起来的，根本任务就是要

全面推进校园足球教学训练竞赛
体系落地落实落细，切实落实“教
学是基础，竞赛是关键，体制机制
是保障，育人是根本”的校园足球
发展理念。

“满天星”训练营，是由全国校
足办会同各级校园足球相关部门共
同成立，通过选拔区域内的优秀青
少年足球运动员利用课余、周末、寒
暑假等时间进行集中训练和比赛。
旨在普及的基础上，选拔、培养优秀
的足球苗子，并为他们提供上升通
道，逐步夯实中国足球的后备人才
基础。

早在去年，郑州市各区的“满
天星”训练营分营选拔测试已经
开始，测试通过对小队员的各项
身体、技术指标进行科学分析，结

合专家组的意见之后，确定入选
训练营的人选。在训练营中，小
球员将接受国内知名专家、外籍
教练的指导，逐步提升自身各项
能力。今年的“满天星”训练营，
将由来自西班牙和韩国的两位外
籍教练豪尔赫、卓俊锡为小球员
提供指导。值得一提的是，韩国
足坛名将、前国家队主力守门员
李云在会议当天也出现在现场，
和教练员、球员们分享了自己的
青少年培养经验。

与会人员共同聆听了“满天星”
训练营外籍教练员及知名足球运动
员分享的青少年训练成才经验。本
次会议，也标志着郑州市青少年校
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工作的全面
启动。

让足球少年插上腾飞翅膀

我市“满天星”计划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
一名试训内援有望加盟。原来他就是后卫罗歆，由于北京人和
已经降级，且建业后防并不令人放心，恩师王宝山对其非常感兴
趣，在建业上山训练不久，罗歆就来到建业开始试训，如果不出
意外，罗歆披上建业战袍只等官宣。

来自北京人和的罗歆出生于 1990 年，今年 30 岁，身高
1.82米，拥有不错的防守意识，左右脚均衡，在后防线既可打边
后卫也可打中后卫，他若加盟对于建业后防会是不小的补强。
据了解，罗歆与北京人和的合同已经到期，况且降级的人和新赛
季会培养新人，这都降低了建业签下罗歆的难度。

罗歆上赛季代表人和出场 25次，并且全部首发，贡献 1次
助攻。

当初罗歆加盟人和，正是时任人和主帅王宝山的决定，如今
两人又有机会共事。

内援罗歆有望加盟建业

本报讯（记者 陈凯）活力四
射的乐曲、绚丽多彩的灯光、英
姿飒爽的舞姿……昨日下午的
河南省体育馆热闹非凡。“乐舞
中原”第四届河南省全民广场舞
大赛总决赛暨 2020 河南省群众
体育春节联欢晚会选拔赛，在这
里激情起舞。经过一下午的激
烈角逐，焦作市红玫瑰舞蹈队用
精湛的舞技折服了现场百人大
众评审团，斩获象征本届大赛

“舞王”的特等奖。郑州红舞裙
艺术团、荷悦舞韵艺术团、驻马
店老体协健身秧歌队则获得了
大赛的一等奖。

作为我省倾力打造的“全民
系”品牌赛事，今年已是河南省
全民广场舞大赛连续举办的第
四个年头，大赛由河南省体育
局等主办，河南省社会体育事
务中心等承办，河南大河搏冠
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运营。本届

河南省全民广场舞大赛自去年
8 月 14 日开赛以来，经过 5 个月
的层层选拔，最终来自全省 31
支代表队的 510 名选手挤进本
次总决赛。记者在比赛现场看
到，参赛的选手中不仅有精气
神儿十足的大爷、大妈，还有青
春激情的俊男靓女，大家同场
齐舞，用一幕幕精彩的演出，通
过全民健身的方式迎接即将到
来的农历新年。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郑州的
兰花草残疾人艺术团的压轴演出
让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兰花草艺术团成员 90%为残疾
人。坐在轮椅上表演，对于零基
础重度残疾的队员们来说非常艰
难。有的队员把自己绑在轮椅上
才能完成动作，有的队员用垫子
顶着腰才能坐直，有的队员必须
把双脚固定在轮椅上演出时才不
会被甩下来。经过 5年多刻苦训

练，残疾人队员们坚韧乐观，克服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汗水
伴着泪水浇灌着追寻健康和艺术
的执着梦想。

据了解，本届广场舞大赛，在
河南乃至网络享有盛誉。这些优
秀队伍的精彩演出，在展示健康
河南新风貌的同时，也运用“互联
网+健康”的新模式，把健康新理
念传到了千家万户，开创了群众
文化的新局面、新格局，为健康中
国建设的道路上，增添了浓妆淡
抹的一笔。

“广场舞大赛既能展现河南
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热
情，也宣扬了老家河南的人民热
爱体育、关注健康的正能量。与
此同时，该赛事也为健康中国的
事业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举三得
的大好事。”来自百人大众评审
团成员之一的张先生动情地对
记者说。

省广场舞大赛总决赛闪亮绿城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2日上午，2019年河南省足协裁委
会工作总结及 2020年工作展望在河南工程学院举行，在总结
去年全年工作的同时，为表现出色的优秀裁判讲师、裁判长、
精英裁判、优秀裁判颁奖。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工
程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分别被评为年度优秀裁判员培训
基地，一直不遗余力支持河南足球发展的卡尔美（中国）有限
公司河南分公司、河南坦途体育文化传播公司还获得了 2019
年度社会贡献奖。

2019年，是河南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凝心、聚力、创新、
发展”的一年，在河南省足协裁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我省裁判员完成了全省各级裁判人员注册人数400余人；共
举办了 8期裁判员培训班，培训学员 1100多人，其中省精英裁
判员培训班，特邀了中国足协裁委会主任谭海前来授课指导；裁
委会全年共选派裁判员4310人次，执法场次2683场，其中中超
53场，女超 36场，中甲 40场，女甲 30场，并全部顺利圆满完成
任务；在 2019青少年超级联赛、男子足协杯、中国足校杯、青少
年足协杯等也均有河南裁判的身影。

省足协表彰“黑衣法官”

1月12日，皇家马德里队球员拉莫斯（前中）在颁奖仪式上
高举冠军奖杯。当日，在沙特举行的西班牙超级杯决赛中，皇家
马德里队与马德里竞技队在120分钟内战成0∶0，最终皇家马
德里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1获胜，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拿到王延
辉带来的新书
包，娃娃们开
心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