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彩河南人”第六届
最美护士候选人产生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京儒）记者昨日从“出彩河南
人”第六届最美护士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悉，最美护士候选人
日前已经正式产生。即日起，公众可通过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微
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点赞。

“出彩河南人”第六届最美护士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
部、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举办，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全国
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和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深入宣传推介全
省卫生健康系统尤其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护理
工作者先进典型，进一步增进社会各界对医务人员的理解，激励
广大护理工作者学习先进，助力河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各医疗单位高度重视，积极
向组委会报送推荐人选。组委会本着“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初评，最终确
定了20名候选人。

广大读者可通过手机微信关注省卫生
健康委微信公众号、医药卫生报微信公众
号，查看候选人名单及事迹并进行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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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鹰）纹彩陶壶

红陶兽形壶

陶器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粹”。在本月30
日开展的“黄河珍宝——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
展”上，就有一批造型独特、意义非凡的珍宝陶器。

除了首轮介绍的舞蹈纹彩陶盆外，青海省博
物馆这次带来的珍宝还有鸟（鹰）纹彩陶壶和四
大圆圈纹双耳彩陶壶，它们能被有“彩陶堆砌的
汪洋”——青海省拿来与其他沿黄八省（区）的珍
宝“排排坐”，代表性自然不在话下。

作为宗日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代表，鸟
（鹰）纹彩陶壶和四大圆圈纹双耳彩陶壶各具特
色。它们壶身上的彩绘图案复杂多变，有绳纹、
三角纹、折线（山形）纹、变形鸟（鹰）纹、圆圈纹
等，这些纹饰与先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多是
自然崇拜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不同
侧面展示了中国彩陶艺术的神秘与多彩。

曾被鲁国大玉璧吸引的读者注意，它的“同
乡”红陶兽形壶将在月底惊艳亮相。红陶兽形壶
也是山东省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它通体
洪亮、有猪的面目，有狗的四肢，还有上翘的狗
尾，另有一空心圆柱和一个圆弧立于器身之上，
憨态可掬。作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先民们生活体
验和艺术智慧的结晶，红陶兽形壶代表了当时陶
塑造诣的最高水平，是 5000年前难得的一件艺
术珍品。

月底参展的珍宝中，山东省博物馆还带来一
件被各国考古界誉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
致之制作”的珍宝——蛋壳黑陶杯。黑陶是一种
无釉陶器，是史前文明时代先民采用黄河故道沉
积的淤泥为原料，经过十几道工序烘焙而成的黑
色陶器，是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蛋壳陶”是在
黑陶的制作工艺基础上，再经过淘洗、轮制、打
磨、烧制等工序，成品胎璧仅有0.5毫米~1毫米。

这件蛋壳黑陶杯，造型规整匀称，历经几千

年还能如此完整地被保留下来，实属罕见。要知
道，咱现代的研究人员曾试图仿制这种黑陶，却
很难达到完全一比一的复制，这件被现代考古学
家认为是“无解”的珍宝，你确定不来看一下？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杨丽萍

从舞蹈纹彩陶盆，到鲁国大玉璧，被黄河串联起来的沿黄九省（区）文物珍宝，如同
一颗颗镶嵌在中国大地上的明珠，让磅礴大气、多姿多彩的黄河文明历久弥新、熠熠生
辉。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珍宝内涵，“沿黄珍宝抢先看”栏目今起将按地域或主题分类
推出“黄河珍宝——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展”上展出的珍宝，让你参观之前对各种珍
宝做到心中有数，如数家珍。

观陶器 知黄河

蛋壳黑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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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十五批群众举报件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22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十五批26个群众举报件。

其中，荥阳市 6个，中原区 5个，金水区、郑东新区、巩义市
各 3个，登封市 2个，二七区、管城回族区、经开区、中牟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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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郑州）黄河文化月·黄河文化主题艺术沙
龙第二场活动将于 24 日在郑州精彩呈
现。本场沙龙以“文脉黄河：站在黄河边看
中国文化”为主题，挖掘郑州城市文脉与黄
河文明的渊源关系，通过沉浸式演讲和沿
黄采风等形式，彰显黄河文化蕴涵的时代
价值，解读黄河对于郑州的特别意义。

5位专家学者将展开深度分享
黄河文化主题艺术沙龙活动由郑州市

政府、郑州市委宣传部主办，郑州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承办，包含“魅力黄河”主题艺
术沙龙、“文脉黄河”主题艺术沙龙和“文明
黄河”主题艺术沙龙三个活动板块。

本场“文脉黄河”主题艺术沙龙，将邀
请 5位来自文化、历史等领域有影响的专
家学者展开深度分享，从不同侧面呈现黄
河文化的深层内涵和意义。

著名历史文献与地理学家、北京大学
古代文献与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辛德勇，将
以《从河洛文化看中华文明》为题，深度解
读河洛是中华文明发源的地方。北京大学
博雅特聘教授韩茂莉将通过《从黄河看中
国》的主题演讲，回答为什么国家起源于黄

河中下游、“中国”最早的含义与位置、“华
夏”文明指的是什么、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在
哪里等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牛大勇，四川师
范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兼总
规划师李小波，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来自
印度的魏汉，将分别以《从百年党史看黄河
精神》《在黄河精神中回归幸福家园》《从恒
河看黄河——中印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
长》为题进行演讲。

除了专家访谈，还有三位身边的普通
人也将走上讲台，讲述他们和黄河之间的
故事。有 26年来 48次徒步黄河的志愿者
的感人故事，有从上海大都市到青藏高原
支教、救灾的经历和感悟，有祖孙三代人守
护黄河70年的精神传承，全方位展现黄河
儿女的精神风貌。

当日，嘉宾们还将前往河洛古国（双槐
树遗址）沿黄采风，实地参观重大考古发
现，领路河洛文化的魅力。

志愿服务，为爱而来
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启动后，

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
“文脉黄河”艺术沙龙更是吸引全国上千名

文化志愿者报名参加。经过严格挑选，最
终有 100余名志愿者被录取，他们是来自
全国各地的优秀企业家、公务员以及各行
各业的社会精英。

抱着“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传承中华历
史文脉”的满腔热情，4月 20日，被录取的
志愿者经过长途跋涉、日夜奔波，分别从青
海、四川、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山东、
河南等地，乘高铁转公交，坐火车转大巴，
自费抵达郑州。第二天立刻投入到紧张的
集训中。虽然每天要集训十几个小时，但

是大家没有任何怨言，他们认真学习，制定
方案，彰显了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

志愿者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
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真心与行
动，将成为最明亮的灯，在“黄河文化月”中
闪亮。沙龙上，他们将用家乡话来表达对
黄河母亲的爱。

据悉，沙龙现场还可以欣赏到来自青
藏高原的藏族小朋友清纯高昂的天籁之
音，贾湖骨笛、黄河泥埙、仰韶陶鼓等乐器
也将以舞台剧形式在舞台上呈现。

站在黄河边看中国文化

“文脉黄河”主题艺术沙龙明日精彩呈现

“豫见你我他”短视频大赛启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昨日，“豫见你我他”暨“好看河南”

短视频大赛在河南博物院启幕。
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和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是

2021年“豫见你我他”系列网络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短视频目前已
成为最生动的媒体语言，成为受众最欢迎的传播形式。活动旨在广泛
引导新闻媒体、自媒体、网络达人和普通网民等，制作生动活泼、传播力
强的短视频，全面传播河南故事、黄河故事、出彩故事，让传统文化“活
起来”“火起来”，充分展现河南的文化底蕴、文化自信和文化优势。

穿越四季的开封、赛博朋克的洛阳、色彩浓郁的安阳、醉山醉水的
信阳、现代活力的郑州……启动仪式上推出的18个“好看河南”系列短
视频，短短一分钟浓缩河南东西南北中各自最独特的气质，把最好看最
精彩的河南摊开展现在大众面前，点亮“豫见你我他”暨“好看河南”短
视频大赛的主题。

据了解，“豫见你我他”暨“好看河南”短视频大赛，将持续到 2021
年 12月 31日。大赛将评出一二三等奖以及最佳创意奖、最佳视觉奖、
最佳人气奖、优秀组织奖等。相关内容可关注豫见河南豫见你我他视
频号、好看河南视频号了解详情。

本报讯（记者 孔潇
文 丁友明 图）本报 19 日
报道了在“新时代黄河大
合唱”摄影主题展上，一名
小学生向摄影作品《我爱
你中国》敬少先队礼的新
闻。连日来，该话题登上
新浪微博热搜同城榜第7，
而由此延伸的话题“郑州全
城寻找这名看摄影展的小
学生”阅读量已超过 140
万。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终
于找到了这个小姑娘。

小姑娘名叫陈紫涵，
今年 10 岁，目前读四年
级。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对
照片行少先队礼时，小姑娘说，那天是老师带他们去参观摄影展，当看
到那幅照片时，她很激动，想用少先队礼表达一下心情，因为敬队礼是
少先队员能表现出的最高礼节，理所应当应该献给伟大的祖国。

据陈紫涵的班主任介绍，那天不止陈紫涵一人，其他学生也向那幅
照片敬了队礼，并且学生们也不止向一幅照片敬队礼，每一幅照片他们
都会驻足观看，并了解其背景故事，对于那些特别触动心弦的作品，他
们都会敬队礼。

向照片《我爱你中国》
敬礼的小学生找到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文/图）近日，市城市管理局组
织第三方测评公司对市区内哈啰、青桔、美团 3家新型车辆投放、电
子围栏增设和精准度进行抽验。从抽查整体情况看，新型单车投放
管理较新政实施之初有较大改观，但个别电子围栏设置的合理性还
需进一步调整。

4月1日起，我市推行分体锁共享单车，并对共享单车管理模式与
骑行规则等方面进行调整。新政实施初期，不少市民反映车辆投放少、
停放点难找、车辆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为此，市城市管理局要求青桔、美
团、哈啰3家共享单车企业采取有效措施，4月20日之前，可停放区域电
子围栏要覆盖全市道路的90%，电子围栏的精准度要达到90%。

4月 20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第三方测评公司对市区内哈啰、青
桔、美团3家新型车辆投放、电子围栏增设和精准度进行抽验。目前
全市已施划电子停车围栏 24932处，累计投放 62362辆新型共享单
车，此项工作仍在继续。

从抽查整体情况看，新型单车投放管理较新政实施之初有较大
改观，但个别电子围栏设置的合理性还需进一步调整，个别电子围栏
仍有漂移现象等。

城管部门要求单车企业持续增设电子围栏、持续解决定位漂移、
持续增加车辆投放，5月上旬完成车辆投放。各单车企业针对电子
围栏定位漂移仍在加紧做调试，调试期间，市民在电子围栏内停放造
成的扣费将继续予以减免。

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行动启动

严打8项违法行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记者昨日从省市场监管
局获悉，我省近日召开全省2021年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
动工作会议，要求严厉打击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或检出“瘦肉精”
的肉类等8项违法行为。

会议透露，在 2021年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中，将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舆论关注和市场监管风险压力大的突
出问题，集中优势兵力，精准重拳出击，依法查办一批群众身边
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切实加大处罚力度。

据了解，此次行动将聚焦关系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点商
品，贴近群众生活的重点服务行业，以及农村与城乡结合部市
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多发的重点区域，重拳出击，严厉打击 8
项违法行为：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或检出“瘦肉精”的肉类及药残
超标的畜产品和水产品，宣称减肥和降糖降压降脂等功能的食
品中添加药品，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乱收费”，生产和销售“偷工
减料”劣质钢筋、线缆，“神医”“神药”等虚假广告，翻新液化气

“黑气瓶”，生产销售劣质儿童玩具，河南省茶叶市场秩序“春雷
护茶”专项整治行动中列举的违法行为等。

我省“1131”优质
企业路演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2021年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
企业（项目）路演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路演活动，昨日在郑州智
慧岛拉开帷幕。这也意味着全省“1131”优质企业路演行动正
式启动。

据了解，为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推动优质企业扩宽融
资渠道，引导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促进全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质量发展，我省决定实施“1131”优质企业路演行动，即
举办10场集中路演活动，覆盖10个优势新兴产业链，向各类投
资和金融机构推荐超 300个优质企业（项目），力争实现各类融
资突破100亿元。

启动仪式上，全省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重点企业（项
目）名录重磅发布，34家企业进入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
重点企业项目库。这些企业主要来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智能终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及
网联汽车、新一代人工智能、5G等优势新兴产业链企业。当天
的活动现场，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先后进
行项目展示，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的关注。

全省地热能供暖
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毕波）昨日，国家地热中心河
南分中心在郑州揭牌，河南省清洁能源供热协会同时成立，河南
地热产业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河南地热能资源储备丰富，为地热能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河南省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因地制宜推
动以地热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全省地热能供暖面积已
突破1亿平方米。

国家地热中心河南分中心成立后，将助力河南地热产业发
展战略规划、关键技术研发、政策解读与研究、地热资源勘查评
价、项目评估、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推动河南能源结构调整、清
洁能源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河南清洁能源占比，助力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

此外，由河南省清洁能源供热行业企业倡议，省工商业联合
会主管的河南省清洁能源供热协会经河南省民政厅批准成立。
该协会作为加快我省清洁能源供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
台，将致力于为行业提供政策研究、政企沟通、信息服务、标准制
定、技术设备、国际交流、行业培训等服务，推动行业持续发展，
助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促青年就业
招聘会下周举行

提供逾9200个岗位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
辉 何春红）记者昨日获悉，4月 27日，

“民企庆五一·促青年就业”招聘会专
场将在郑州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举办，
届时多家知名企业用人单位将提供
9200余个岗位。

此次招聘会由郑州市职业介绍中
心、河南 123人才市场联合举办。招
聘会的服务对象为高校应往届毕业
生、年后转岗求职人员、退伍军人、家
政等。

记者了解到，目前，招聘会的到
场企业涉及的行业包括房地产/建
筑、加工/制造、医药/医疗、生物/化
工、通信/环保、商贸/流通、教育/培
训等；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技术、管
理、行政、设计、食品、建筑工程、电
子、制药等。

知名企业黎明重工、奥斯卡影城、
百事可乐、吉祥实业等将提供优质岗
位9200余个。

新型共享单车下月完成全部投放
已设停放点2万多处 调试期内扣款持续减免

新型共享单车投放量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