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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
发祥地，穿过时光隧道，追溯民族
文化的历史源头，我们发现从古
老、著名、具有华夏民族色彩的上
古传说，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早先的社会活动，无
不与黄河流域有关。

从考古学、历史学中，还可以
看到，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先人，
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创
造了举世瞩目、名扬四海的“仰韶
文化”。

《仰韶与黄河》，以行走的方
式，讲述黄河边的仰韶故事。

三十年前，新乡市在繁华市区建设双桥商
场，我的父亲受一家施工单位邀请，负责工程指
导，我因此在这里停留过一段时光。

有了这种温暖且遥远的记忆，每次到这里
来，脑海中都如同过电影一般想起当年事。这
次寻访仰韶文化流播线路及查考遗迹的工作，
不自觉地融入了一份情感。尤其当获悉新乡市
委宣传部为这次活动提供资料和人力的支持
后，力量倍增。

络丝潭：当年络丝长几许

“新乡八景”中，有“故城络丝”一景，此地在
新乡市西南络丝潭村，名称来源于村中济渎庙旁
一汪约300亩的潭水，深不可测，传说古人以络
丝探之才能见底。文人墨客多有咏诗题赞。

我们来此处，并非赏玩景致。带我们前来
的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政说，1981
年，村子里建窑厂起土时，发现石器、陶器等物
品，随即报告了文化部门，文物工作者于 1982
年 4月至 6月进驻发掘，获得了一批丰富的文
化遗物。

王政提供的资料表明，自上而下，从现代耕
土层到原始的生土层，文物工作者共划定七个文
化层。其中，第五层、第六层出现了仰韶文化晚
期的彩陶钵、彩陶罐、盆、瓮、碗、澄滤器、鼎足等。

文物工作者根据地层的迭压关系和各文化
层出土文物的特点，将络丝潭遗址分为三期，从
一期到三期，无论石器、骨器、蚌器有多少，占主

导地位的，都是陶器。
我们在此尝试解读一下彩陶罐的色彩与

线条：多数泥质红陶施红彩、黑彩，有少量的泥
质灰陶施红彩、棕彩，纹饰有网状纹、竹叶纹、
弧形三角加曲线、X纹以及横直斜线条纹组成
的图案……

络丝潭遗址南临黄河，北依太行山。在历
史上，因为黄河的摆动，它曾经矗立在黄河南
岸。今天，到达这个村落，潭水已经不见，挖掘
遗址也已经复耕为一畦畦青绿的麦苗。我们离
开时，道路上停满了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车辆，一
切似乎平静下来。刹那间，我很想问一下学校
门口的爷爷奶奶、青年父母，知道络丝潭的这些
往昔故事吗？

但是，因为要赶下一站，终未开口。

李大召和孟庄，从仰韶文化走来

离开络丝潭村之后，王政带我们一行分别
去了李大召遗址和孟庄遗址。行程途中，他介
绍了两处遗址的大致情况。

李大召遗址位于新乡县大召营镇李大召村
北，遗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
40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它的文化遗迹包括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

殷墟文化、两周文化和两汉文化。郑州大学考古
系曾在此发掘，学者韩国河、赵海洲等人整理出
一部《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
告》，成为豫北地区考古的重大成果。

孟庄遗址位于辉县市东南，距离菏宝高速
站口不远，遗址南北长约 600米，东西宽约 500
米，平面形状为椭圆形，这里包括裴李岗文化、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多种遗存，参与
发掘的袁广阔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尤
为重要的是遗址内发现了一座目前河南境内面
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
关注，1994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李大召和孟庄，现在都呈现一片土塬的状
态，土地上偶然还能翻拣出新石器时代的散碎
陶片，王政用专业角度解答了我们许多问题，比
如怎样判定那个时期的陶片，会不会是近代砖
瓦窑遗弃的残片等。

他还说，未来这些遗址都有可能建成遗址公
园，这样的呈现形式，才有可能让大家传承记忆。

醉心仰韶，处处都结有缘人

这一路的行程，我们原本计划与仰韶彩陶
坊新乡分公司经理茹慧康见面聊一下，探讨作
为实业的仰韶酒业与仰韶文化在当地客商心目

中的黏合度，但是听说他已经回到渑池厂部参

加誓师大会，就不予叨扰。

但是，当他听说我们去了新乡后，马上联系

我们说：“我回到郑州见你，或者接你到新乡也

行。”

我和茹慧康曾经在郑州见过面，感觉他

话不多，可是现在他一屏又一屏地发过来消

息——

“主抓文化的市领导聊起仰韶文化时曾说，

感觉彩陶坊到新乡，到对地方啦。”

“新乡的仰韶文化，还挺广。”

“新乡举办黄河论坛，仰韶与黄河的关系，

密切得很。”

“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仰韶文化论坛，由于

种种原因没有开展。”

“除了三门峡外，新乡应该是一个有特点

的、具备仰韶文化遗产的地方。”

…… ……

计划见的人没有见上，却出现了一个“计划

外”。担任我们当天车驾任务的志愿者，是某企

业的高管。我们的工作计划将要结束时，他忽

然说，能不能到他家乡去一下。

原来，他通过朋友圈发布行程消息后，被长

垣县蒲西街道办事处米屯村支部书记牛培强看

到，牛培强和他的班子成员热烈地邀请我们前

往，去看看米屯行政村——这是一簇拥有上古

时期遗产的村落。

于是，掉转车头方向，寻访仰韶文化的道

路，继续。 王见宾

新乡：仰韶文明随黄河缓缓流淌

大型系列报道·兴业银行兴业银行
“足不出户，票据就秒变现金，兴业银行兴

‘e’贴业务太方便了，再不用发愁后续资金的问
题了！”一家药企的河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满意
地说，在网银上选择票据然后提交，资金立即就
到账，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强力支撑，有效解
决了票据不能及时变现、影响后续资金使用的
烦忧。

翻看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十三五”期间金融
普惠篇章，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近年来，该行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促改革、惠实体、稳增长、创特色、防风
险，努力当好区域金融主力军：一项项“解难
点”“破痛点”的服务实体举措落地生根，一款
款“零跑路”“简流程”的创新产品加速推出，一
个个“线上化”“便捷化”的金融业务焕新而来，
一批批助减排、护生态的绿色金融项目“点绿
成金”……充分释放的“兴业力量”正化作“汩
汩甘泉”滋养这片“经济田”，在中原大地催生
无限生机和希望。

助力复工加速度
谈起今年疫情防控期间的“兴业服务”，河

南商丘一家医药贸易企业财务人员由衷地竖起
大拇指：“无需往返银行网点，动动手机即可完
成线上开证申请和电子合同签署，简便省事
儿！”据介绍，兴业银行郑州分行通过“兴享单证
通”在线融资系统，为其快速落地了 2000万元
国内信用证业务，为企业复工复产加油鼓劲。

今年以来，为切实落实“六稳”“六保”要求，

助力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迅
速出击，争分夺秒，主动探索线上线下服务新模
式、新路径，强化支持力度，优化业务流程，跑出
融资高效、投放快捷的“兴业速度”。

聚焦疫情防控期间金融需求，该行精准扶
持，“融资新招”频出。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
业减费让利，予以延期、展期或续贷，减免逾期
利息和罚息，下调贷款利率；简化办理流程，设
置绿色通道，加快信贷投放。积极推进企业融
资申请线上化、审批自动化、放款便捷化，通过

“兴享”供应链融资平台提供在线票据融资、“兴
享票据池”“兴享应收”“兴享 E函”等在线融资
功能，实现在线申请、在线审批、在线放款，提升
业务办理效率，帮助企业足不出户，获得银行各
类融资。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行已累计为小微企
业投放信贷支持68.70亿元，为各类企业提供票
据池融资 50.9亿元，落地国内信用证及项下融

资近200亿元，解决了企业融资的燃眉之急。

精准普惠显深度
复工复产期间令人惊叹的“兴业速度”背

后，是兴业银行加速完善的实体经济服务机制
和持续拓宽的金融普惠网络。

自 2004 年 10月成立以来，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深耕细作、悉心探索，着力打造产品多元、
特色鲜明的“人民满意好银行”，争做服务精准、
业务高效的“实体企业好管家”，为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金融力量。

为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该行还“广施良
方”，推出一系列小微企业专属产品，加速创设

“粮储贷”“郑科贷”业务，充分运用“小微三剑
客”“循环贷”“e系列”“兴业管家”等多元化产
品，健全小微专属产品体系。其中，“粮储贷”业
务今年前 11个月已落地近 11亿元，为我省夏
粮收储“保驾护航”。

为有效缓解企业融资“贵”，该行力促融资
成本降下来，针对小微企业尤其是涉农企业的
票据贴现业务，下浮贴现价格。自主研发小微
企业在线融资平台，实现在线融资申请、自主提
用、随借随还等线上功能，利用企业税务、工商、
社保等大数据，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上线在线保函系统，实现自动审批额度、快速开
立保函、在线发起申请、到期线上注销等多种功
能，解决中小企业日常投标等活动中保证金占
用多、解押时间长等问题。

回望普惠路，“十三五”以来，该行数字化转
型和网点转型成效明显，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产
品和服务创新广结硕果，特色金融服务生态圈
持续扩大，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兴业名
片”日渐亮眼。

“点绿成金”拓广度
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是兴业

银行一张响亮的“金字招牌”。

截至2020年 10月末，该行累计为河南300

多家节能环保企业或项目提供绿色金融融资

600多亿元，绿色金融融资余额突破 250亿元；

累计为郑州市一座年处理146万吨的垃圾焚烧

发电厂提供贷款资金支持 15亿元，助其实现废

物资源化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总行层面累计

发行1300亿元绿色金融债，专项用于绿色金融

项目投放……扎根中原 16年来，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主动将绿色金融业务品牌优势转化为助力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动能，助推南水北调

工程、煤改气、流域生态保护、城市生态修复、轨

道交通建设等多个绿色金融项目在豫落地生

根、绽放繁花。

“点绿成金”，助力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

境，对银行而言，是职责之所在，更是使命之所

系。多年来，兴业银行郑州分行在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三大领域深入持续发力，

已形成完善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既有

面向企业的绿色融资、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

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也有面向个人的低碳主

题信用卡、绿色按揭贷、绿色消费贷等个人绿

色金融服务。

如今，在迎接“十四五”的全新起点上，该行

将继续与区域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聚焦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当好融资服务“创

变者”、普惠民生“主力军”、绿色金融“领头雁”，

让金融之花在中原热土华彩绽放。

苏立萌

精耕“兴”实体 普惠“业”繁茂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金融“活水”浇灌经济“良田”

7岁男孩放学与爷爷走散
好心车长助其与家人团聚

家长现金致谢被婉拒 改送锦旗表谢意
本报讯 (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赵振华)“要

不是好车长，说不定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儿子
了！给他钱他不要，我们就做一面锦旗，要把
这位车长的高尚品质、热心助人的行为大力弘
扬，让大家都学习……”昨日，市民郭先生夫妇
再次来到电厂路公交站，为好心公交车长杜宁
送上一面锦旗。

郭先生的儿子今年 7 岁，在优智实验小
学上学，平时都是父母接他上下学。15日下
午，小男孩的爷爷想去接孙子放学，跟郭先
生沟通之后，老人就去学校门口接孩子。爷
爷接到孩子以后，打算在长江路工人路站乘
坐 B1 路公交车回家。没想到在此出了岔
子，当时有两辆公交车同时进站，爷爷直接
上了前面一辆车，跟在后面的孙子也没看，

直接上了第二辆公交车。爷爷上车之后，发
现孙子没在车上，非常着急，赶紧在第二站
下了车，又走路回到上车的站台。这时，孩
子还独自在杜宁所驾驶的 B1 路公交车上，
当时孩子不哭不闹，并没有引起杜宁以及乘
客的注意。直到车辆行驶到中州大道农业
路终点站时，杜宁才发现这个小孩没有下
车，旁边也没有大人跟着，就上前询问怎么
回事儿。

小男孩说，自己跟着爷爷上车了，但是在
车上没有找到爷爷。杜宁意识到，这个小男孩
应该是跟爷爷走散了。为保证孩子的安全，杜
宁将小男孩带到中州大道农业路站待发区，趁
着发车前的几分钟，询问小男孩父母的电话，
并与他们取得联系。当小男孩的父母知道孩

子在公交车上时，两人激动坏了，并约好在长
江路工人路站台会合。

据了解，当时孩子母亲得知孩子丢了之后
浑身瘫软，把自己的同事、亲朋好友都叫出来
帮忙寻找。直到接到杜宁的电话，悬着的一颗
心才落了下来。

当杜宁驾驶的公交车进入长江路工人路
站台时，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都在门口迎
着。看到孩子下车，全家人激动地上前抱住
孩子。这时，孩子的妈妈拿出 5000元现金感
谢杜宁，被杜宁婉拒。杜宁说：“这都是我们
应该做的。”

昨日 11时，郭先生夫妇再次来到电厂路
公交站，专门为车长杜宁送上一面锦旗，以此
表达谢意。

辽宁一旅客致信郑州机场
感谢提供高质量中转服务

我市面向社会招聘430名辅警
本报讯（记者 李娜）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

获悉，我市发布“2020年郑州市公安局公开招
聘警务辅助人员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30
名辅警，符合条件的快来看看吧。

此次，计划招聘警务辅助人员 430 名（男
360名、女 70名）。招聘条件要求：具有河南省
户籍；年满 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84年
12月 27日至 2002年 12月 27日期间出生）；具
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退役军人文化程度
可放宽至高中（中专）；具备履行职责所需要的
身体条件，男性身高在 1.70 米以上，女性身高

在 1.60 米以上，身体健康，体型端正，无残疾，
无文身，无传染病，无色盲，双侧矫正视力均在
4.8以上等。

此次招聘警务辅助人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
式进行。报名时间为12月 27日至 12月 31日，
报名方式为登录郑州人事考试网上报名系统进
行网络报名。笔试时间定于 2021年 1月 10日
进行，科目为综合知识，包含法律基础知识、公
共基础知识等内容。此外，根据笔试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的顺序，按照与拟招聘人数 2.5∶1的
比例确定参加体能测试人员。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陈亮 文/
图）近几日，在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前来接
孩子的家长们骑着电动车、整齐列队、统一戴
着头盔的视频被不少人点赞，他们还有个响
亮的名字：“头盔骑士团”。

昨日16时，记者在长江东路小学门口看
到，校园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接孩子的家
长。和印象中拥挤的人群不同，这里的家长们

统一骑着电动车，并按照校门口划定的线路齐
刷刷地站成一排，并无一例外戴着头盔（如
图），远远望去，俨然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孩子传达了学校关于交通整治‘百日攻
坚’相关通知后，我立即就去买了头盔，并号
召家里亲戚们骑电动车的时候也都戴着头盔
出行。”家长代表吴女士表示。家长们说，戴
头盔出行安全又保暖，非常有必要。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曹
楷 文/图）昨日，记者从郑州机场了
解到，郑州机场近日收到一封来自辽
宁省援藏医疗队队员肖先生的感谢
信，信中他特别感谢郑州机场旅客服
务人员李珍的热心帮助。

11 月初，肖先生携带两箱生物
样本从拉萨经郑州转机到大连。
当天 14 时 40 分抵达郑州后，他忽
然发现有一箱样本不知所踪。由
于箱内装的是急需检测的生物样
本，倘若当天不能送到大连，将会导
致样本变质，严重影响检测结果。
为此，他火急火燎的赶到旅客中转
中心求助。在李珍的努力协调下，
郑州机场多个部门高效保障，肖先

生两箱生物样本及时顺利装上了
飞机。

据了解，近年来，郑州机场对标
国内先进机场，改造升级中转服务设
施设备，推出急转机服务、行李免提、
跨航司中转退改签等服务，推广中转
服务在线预约平台，持续提高中转服
务水平。

2018年 10月，郑州机场首次推
出了急转机服务，即中转衔接时间在
60分钟以内的旅客可享受专人引导
及电瓶车摆渡服务。2019年 8月，在
急转机服务的基础上，郑州机场进一
步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针对中转衔接
时间在45分钟以内的旅客推出了“桥
对桥”服务。

以实际行动响应“一盔一带”号召

“头盔骑士团”闪亮校园门口

机场为旅客提供专人引导及电瓶车摆渡服务

身边正能量 让出行更安全更顺畅更放心让出行更安全更顺畅更放心
开展交通整治开展交通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