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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十三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20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我市交办第十三批26个群众举报件。

其中，新郑市、郑东新区各 5个，新密市、巩义市各 3个，荥
阳市、管城回族区各2个，二七区、高新区、金水区、经开区、中牟
县、中原区、市城管局各 1个（巩义市、荥阳市共同案件 1个）。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郑州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已按程序
交相关区县（市）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个月。进驻期间（2021年 4月 7日~5月 7日）设立专门值班电
话：0371-65603600，专门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邮
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方处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豫”
见黄河文化月，“郑”是人间四月天。作为
黄河文化月的重要活动，大型历史人文纪
录片《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开机仪式昨
日上午在郑州举行，该片将全面展现郑汴
洛历史景观，挖掘中原大地的深厚积淀，诠
释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预计于 2022年 9
月与观众见面。

黄河是一条生态之河、文脉之河、幸福
之河，千百年来，奔腾不息，哺育了亿万华
夏儿女，孕育了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中
原地区居黄河中下游的分界处，是黄河文
化孕育形成发展的重要地区，特别是郑州、
开封、洛阳，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古都，三

座城之间，东西距离只有300多里。从夏、
商到宋的3000多年里，中原始终是中华文
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描绘了光辉灿
烂的黄河画卷，同时也见证了黄河文化的
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罕见的人
文现象，是黄河流域璀璨的文化地标。目
前，三座城借助黄河文化月“三座城三百里
三千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向国内外展示
以郑汴洛“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为代表的
中原文化，齐心协力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
地标。

据了解，该片由孙宁执导，将采用情景
再现、文物实拍，包括古建筑实拍，3D模拟
等形式，用符合电影规格的4K超高清摄影

机进行拍摄。
开机仪式上，浓缩六集纪录片精华

的先导片精彩亮相。从对照中外大河文
明讲述沿黄三座城孕育的文明之光的
《大河之南》，到重点表现三座城朝代更
迭的《粉墨登场》，再到呈现从古到今散
落在三百里上的建筑艺术、雕刻艺术、音
乐艺术的《千年瑰宝》，先导片呈现出满
满的信息量。

此外，表现文化孕育和文化传承的“以
文化人”，讲述近现代三座城的发展的“三
城今世”，以及体现郑州城市现代变迁，代
表国家中心城市、现代都市时尚优雅元素
的“重中之郑”，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视觉

表达。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

会副会长景高地认为，纪录片的拍摄不仅
仅对郑汴洛三座城有着现实意义，对传承
弘扬黄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都有着极其
重要的意义。

“非常震撼！”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
邵丽看完先导片表示，“三座城三百里三千
年”是一个宏大的题目和策划，纪录片是留
得下来的历史影像，作为此次黄河文化月
的点睛之笔，希望纪录片能吸引全世界都
来关注了解河南。

仪式现场还展示了著名作家冯骥才为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题写的片名。

全面展现郑汴洛历史景观 诠释黄河文化时代价值

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开机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由
孙宁担纲总导演，在开机仪式结
束后，记者对孙宁进行了采访，详
细了解其拍摄思路和想法。

以拍摄自然类纪录片而闻名
的孙宁，其拍摄的中国首部全景
声自然电影《鹭世界》获第 47 届
国际艾美奖特殊贡献殊荣，第 26
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十佳
作品。

“过去的差不多十年，我和我
的团队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林、湖
泊、湿地与自然为伍，我们学着聆
听和关爱，实践着艺术需要的耐
心和坚持，也让国内外很多观众
看到了很棒的中国自然故事。”孙
宁表示，接下来，他和团队将会带
着满满的诚意，带着大自然给的
智慧和灵感，用一年的时间去更
深度地感知城市，付出温度，开启
创作。

孙宁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
的地域传统、地域文化和人格图
谱。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些
带着远古的身份感、生活习惯、方
言、思维方式，逐渐被同质化了，
而要想展示文化的多样性，就要
找回这些东西，找回它古朴源头
上的精神气质。

“越是现代化、都市化、国际
化，往往越应该重视对我们各自
文化来路、精神气质的回归与复
兴。郑汴洛，城市的气质和个性
是什么？哪些脸谱是城市的代

表？这是我对纪录片《三座城·三
百里·三千年》思考最多的，也是
必须想明白，并表达好的关键。”

孙宁坦言，挺有压力。“仅一
座城如何表现，都是挑战，要面对
三座城的体量，三百里的跨度，三
千年的时空，能做到内心坦然，胸
有成竹，很难！”

孙宁说，这是自己生活的城
市，随时能触摸到的城市，他会用
最诚恳的创作态度来完成拍摄。

“因为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所以
接下来会慢慢地去筛选，做减法，
这个过程是对信任的回报，也是
对自己城市的一次感恩。也许没
有完美的影视作品，但对完美的

热爱是创作的原始动力，更是品
质的保障。”

孙宁还透露，为了应对这次
挑战，为了避免自说自话，他将选
择来自南、北、中、外的专业人士
组建导演团队、拍摄团队，“将提
炼时尚、现代、优雅的元素，融入
人物，融入故事，从现代的多方的
视角切入，让片子更客观，更可
看，更有传播力。”

比起“能为三座城市的发展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孙宁更关心
的是艺术带来的美感。“城市的优
雅、城市的文化、城市应该被记住
的被关爱的，这是我们要向大众
展示的。”

孙宁在开机仪式上介绍拍摄思路

孙宁：用诚恳创作感恩自己生活的城市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文 马健 图

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
代表，被称为国之重器。
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馆
之宝”之一——杜岭方鼎，
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类青铜
时代所创造的第一座青铜
文明纪念碑。

杜岭方鼎通高 87 厘
米，口长宽 61 厘米，耳高
17 厘米，足高 25.5 厘米，
重约 64.25 千克，于 1974
年出土于河南郑州张寨南
街商城遗址，同坑出土了
两件形制和纹饰相近的方
鼎，另一件高100厘米，重
86.4 千克，现藏于中国国
家博物馆。经考定，其铸造年代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

杜岭方鼎体型高大，造型浑厚庄重，鼎口沿外折，两侧沿面
上有圆拱形立耳，微微外张，耳的外侧面呈凹槽形，鼎身有八组
饕餮纹和乳钉纹规则地分布在四壁的中上部和四周，装饰错落
有致，巧妙地创造出富有变化的庄严感，一派王者风范，却又生
机勃勃。在它身上，中国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分铸和拼铸技术
结合得尽善尽美。

此外，杜岭方鼎是最早装饰兽面饕餮纹与乳钉纹的中国礼
器。作为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
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杜岭方鼎既是华夏青铜文化的见证，也是
中原文明发源之地的象征。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丽萍

郑州彩民中超级大乐透千万大奖
日前，体彩大乐透千万级别大奖再次花开中

原。据介绍，4月 19日，中国体育彩票体彩大乐透第

21043期开奖，郑州彩民张先生（化名）喜中超级大

乐透一等奖（追加）1注，由于是复式票，同时中了三

等奖等其他奖级，合计奖金 1459万余元。目前，中

奖者已到河南省体育彩票中心兑付奖金。

张先生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平时喜欢购买体

育彩票。4月 19日晚，因外出有事，不能及时赶赴网

点，就联系了与之相熟的体彩郑州东区分中心辖属

4101045107网点的代销者，委托该代销者购买超级

大乐透7+2复式追加票一张。当晚，开奖结果公布，

此票中得一等奖基本奖金 6968132元，追加投注奖

金 5574505元，受益于大乐透 10亿元大派奖，额外

中得派奖一等奖 199万余元，以及其他奖级等合计

中奖1459万余元。开奖后，网点代销者第一时间联

系购彩者张先生，按照张先生约定的时间，将彩票顺

利交付给张先生，其诚实守信之举得到了购彩者的

感谢和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体彩超级大乐透游戏 10 亿元

派奖活动将持续至21058 期（5 月 23 日开奖），活动

期间，购买体彩大乐透，追加投注最高单注可中

3600万元。此外，体彩河南省中心还为购彩者准备

了诸多惊喜礼品，让广大彩民在享受体彩乐趣的同

时收获更多幸运。

张明亮

第八篇章：万里写入胸怀间
河南博物院珍宝杜岭方鼎：

承上启下的国之重器

图片来源：河南博物院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在乐山市、
郑州市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座谈会上，郑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与乐山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签订文化旅游合作协议书；登封市政
府、嵩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分别与峨眉山
市政府、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书。

乐山位于四川西南部，被联合国教科
文卫组织誉为“森林在城市里、城市在山
水中”。两市相关负责人认为，郑州市与
乐山市同为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自然与文化资

源丰富，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是中西部
地区旅游综合发展的代表性城市，两地在
资源共享和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方面有着
良好的发展空间。

据了解，下一步，两市文旅界将在加
强世界遗产保护、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共
享宣传营销资源等多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保护研究、传承利用、旅游开发等方面交流
合作，深度挖掘文旅资源，积极推动两地
旅游景区、文旅企业在项目建设、产品打
造、展会活动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本报讯（记者 成燕）在 2021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开幕前夕，不少
前来参会的城市已经提前开始热卖风景。
昨日下午，在荆山公园，以“时尚青岛、海洋
之城——来自大海的邀约”为主题的青岛
旅游推介活动与市民精彩相约。

青岛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山海城浑然
一体，是中国著名旅游胜地。活动现场，大
家欣赏着五四广场、花石楼、金沙滩等青岛
经典景区图片，聆听着流行歌曲的动人旋
律，按捺不住想要与青岛相约的期待。不
少到过青岛的市民分享着自己的旅行经

历，除了美景，青岛的啤酒和美食也让大家
印象深刻。来自青岛乐队的现场演唱，尽
显青岛时尚之城的魅力，吸引不少市民驻
足欣赏。

此次，以来参加2021中国（郑州）国际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为契机，青岛市文化和
旅游局特别策划推出丰富多彩的“发现新
青岛·岛城春时光”系列特色主题产品，以
充满时尚、活力的漫游青岛旅游线路和丰
富多样的文旅惠民政策，诚邀郑州游客前
往青岛感受春天的气息，并全面推进青岛、
郑州两市文化旅游加强合作。

青岛向绿城市民抛出文旅“橄榄枝”郑州牵手乐山共谋文旅合作

全市知识产权集中
宣传活动昨日启幕

本报讯（记者 王红）4月26日是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为
加强版权宣传保护普及，提高全社会版权保护意识，昨日，市委宣
传部召开郑州市版权服务工作站授牌暨优秀文化艺术科学作品版
权集中登记服务启动仪式。这不仅是全市2021年“知识产权宣传
周”首次集中宣传活动，也标志全市知识产权集中宣传正式启幕。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2020年，我市初步建立
了郑州特色的版权法律制度、版权行政司法保护、版权公共服
务、版权贸易体系，有效推进软件正版化。统计显示，目前全市
市县两级党政群机关软件正版化率达98%以上，70余名来自高
等院校、律师事务所、知名企业等多个领域的版权专家受聘为郑
州版权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受理版权纠纷案件近900件，版权
登记量占据全省 92%，版权日益成为推动我市文化繁荣、科技
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2021 年，郑州市版权工作将不断拓展版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新领域，多措并举，大力推动郑州版权事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今年起，郑州将启动开展全市优秀文
化艺术科学作品版权（著作权）集中登记服务工作，加大对我市
宣传思想文化艺术科学领域优秀原创作品保护力度。

“爱鸟周”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4月 21日~27日为我省爱鸟周。 昨

日，我市爱鸟周宣传活动正式启动。爱鸟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多
种形式的爱鸟护鸟宣传活动。

今年是我国设立“爱鸟周”活动 40周年。今年我省爱鸟周
活动的主题为：爱鸟护鸟，万物和谐。郑州拥有美丽的黄河湿
地，为鸟类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殖、迁徙停歇的理想之地，加上
广大市民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爱鸟护鸟、万物和谐的生态郑州美
丽画卷正徐徐展开。目前，我市有鸟类 200多种，其中，列入国
家一级保护的10种、国家二级保护的40种。

今年爱鸟周期间，我市将组织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将在适
宜地组织救护鸟类及野生动物放归大自然活动，在郑州黄河国
家湿地公园、郑州绿博园、郑州市自然博物馆、郑州市动物园等
地举办科普活动，邀请专家进学校（社区）开展鸟类保护专题知
识讲座，组织爱鸟志愿者保护天鹅专项宣传队伍活动，对重点沿
黄区域及北闸口鸟类市场等处开展巡查及普法知识宣传。

央视新闻直播间聚焦郑州

169公里城市道路换新颜
（上接一版）通过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带动城市管理提升与人居
环境改善。工程分三期实施，前两期已经完成，共有 169公里
城市道路。

据报道，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混行，线杆杂乱，道路不通，
是很多城市老城区的通病。郑州通过“多杆合一”、增设绿化带、
天桥等综合改造，如今已经让169公里城市道路面貌一新。

生活在京广路附近的居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道路
改造更新、新增小游园，变化非常大。“小游园里有蓝牙、WiFi，
手机可以在这里充电，晚上还有灯，非常方便。”居民告诉记者，
以前推婴儿车出门，在路口难免搬上搬下，现在路口人行道和坡
道放平了，并采用橡胶隔离桩，生活比以前更加方便了。

报道还提到，在政通路和仁和路交叉口，经过改造后“多杆
合一”，美观又实用。同时，机动车道和人行车道采用了绿化隔
离措施，实行人车各行其道，不仅城市面貌得到提升，城市居民
出行也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