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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希腊古奥林匹亚10月18日电（记
者 肖亚卓 于帅帅）18日，北京冬奥会火种在奥
林匹克运动发祥地——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
古奥林匹亚采集成功。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
赫拉神庙遗址前，奥运火种再次为北京点燃。

采集仪式从当地时间 11 点 30 分左右开
始，天气似乎也眷顾着北京，此前已经连续多
日阴雨连绵的古奥林匹亚这一天晴空万里。
随着奥林匹克会歌在古奥林匹亚赫拉神庙遗
址的上空响起，奥运五环旗帜缓缓升起。随
后，现场依次播放了中国国歌与希腊国歌，并
分别升起两国国旗。

希腊总统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国际奥
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罗
斯·卡普拉洛斯与北京冬奥组委的特别代表
——北京冬奥组委副主席于再清共同出席了当
天的采集仪式。

巴赫在现场致辞中表示：“北京将书写历
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
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2022年北京冬
奥会将把中国人民与世界联系起来，实现让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永远改变冬季运动
历史。当中国迎接最优秀的冬季运动员之时，
全世界将看到中国的激情。”

于再清表示，奥林匹克火种是奥林匹克精
神的崇高象征。千百年来，神圣的火种将光
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的光芒传递到全世

界，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交流互鉴的辉
煌历史，诠释了人类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坚
定追求，照亮了人类团结合作、战胜困难的前

进道路。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之时，奥林匹克
火种又一次带给人们信心、温暖和希望，凝聚
起共同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今天，奥林匹克火种即将再次点燃，乘着
北京冬奥会的火炬，连接古老的希腊文明和中
华文明，在 14亿中国人民心中重燃奥林匹克
运动的激情和梦想！”于再清说。

希腊奥委会主席卡普拉洛斯在现场致辞
中还别出心裁地送上一颗“彩蛋”，用中文念出
了北京冬奥会的口号“一起向未来”。

现场仪式的最高潮当属最高女祭司点燃
火种的瞬间。当地时间中午 12时 08分，扮演
最高女祭司的希腊知名女演员乔治乌向光明
之神阿波罗祈祷，并利用凹面镜点燃了火种。

在一段舞蹈表演后，乔治乌将燃起的火炬
及象征和平与荣耀的橄榄枝传递给第一棒火
炬手——手持北京冬奥会火炬“飞扬”的希腊
高山滑雪运动员扬尼斯·安东尼乌。安东尼乌
从体育场一路奔跑来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
拜旦的纪念碑后，将火种传递给第二名火炬手
——前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李佳军。

“现在的心情就是非常激动，现场观看奥
运火种的采集仪式，参与在古奥林匹亚的火炬
传递，作为一名‘冰雪人’，这是一件很神圣的
事情。”李佳军在等待第一棒火炬手到来时对
记者说。

当天的所有活动都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
施下进行。19日，希腊奥委会将在雅典的帕纳
辛奈科体育场把火种转交给北京冬奥组委的
代表团。

北京冬奥会火种
在希腊古奥林匹亚成功点燃

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乔治乌取得圣火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新郑裴李岗遗址
8000年文明圣火照亮历史征程

早在 8000年前，先民们已开始在中原
地区定居，从事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和家畜
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裴李岗
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
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

据了解，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典
型代表。裴李岗遗址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曾进行过 3次发掘，共发掘面积约 2957 平
方米，发现了文化层、公共墓地以及少量灰
坑及陶窑，出土了一批具有典型特征的遗
物。出土的陶壶、钵、三足钵、鼎以及四足石
磨盘、石磨棒、锯齿石镰等非常具有自身特
点，集中的公共墓地墓葬数量众多，已发掘
114座。

2018 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启
动新的发掘工作，陆续在遗址西部发现了堆
积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新的发掘和研
究显示，裴李岗遗址是区域内一处使用时间
较长、定居程度较高的中心性村落。最新精
确测年显示，裴李岗时期遗址使用年代约距
今 8000 年前后，使用时间约 500 年左右。
最新发掘发现了大量碳化果壳，以及浮选出
少量植物种子，有黍、稻、粟、橡子、酸枣、枣、
山核桃等，初步判断裴李岗文化时期，农业
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可能种植有黍、稻等农
作物，但仍然以采集经济为主；动物遗存发
现有猪、狗、牛、鹿、獐、獾、龟以及大量的鱼
骨，初步判断已经有了猪、狗养殖，但仍然以
渔猎活动获取动物资源为主。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副会长阎
铁成说，中华文明从 1.5 万年前开始孕育，
5000年前开始形成。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留下了郑州人的斑斑印记。从 1万多年
前开始，生活在李家沟的人们已经开始磨制
石器、烧造陶器，这是中原地区最早的文明
曙光。从8000多年前开始，裴李岗、唐户的
人们已经建起挖有壕沟的庞大村落，住着平
地筑起的带有开间的房子，穿着纺织出来的
衣服，使用着一应俱全的陶制炊具餐具，品
着种植的小米、饲养的猪肉羊肉、收获的水
果，开启了人类生活的崭新时代。

巩义双槐树遗址
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300 年前的“中

国”是什么样子？在巩义双槐树遗址便可找
到答案。

该遗址位于巩义市黄河南岸以南 2公
里、伊洛河东 4 公里处。遗址东西长约
1500米，南北宽约 780米，残存面积达 117
万平方米，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双槐树遗
址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 3重大型环壕，具有
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
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
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此外还
有 3处共 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
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
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另发现有与重要
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 9个陶罐模
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20多处人祭或动
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
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
丰富的文化遗物。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双槐树遗址是迄今
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
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
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
中华文明的胚胎”。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
测年确认，该遗址是距今 5300年前后经过

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

源的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评

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双槐树遗址出土遗物展馆里，陈列着

大量仰韶文化晚期完整的精美彩陶及与丝

绸制作工艺相关的骨针、石刀、纺轮等。此

外，该遗址还发现了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

路系统等，这些都表明，在5300年前的这座

古老遗址上，生活着一群具有较高文明程度

的人。

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人介绍，

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

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

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不同建筑的布置整

体具有一定的台阶式特征，遗址表现出的社
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

时代的王都气象，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
被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

商城遗址
集合四大文明要素

城市是历史的记忆，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商都”可以说是古都郑州灿烂文化的典
型代表。

金秋十月，记者来到一段商城遗址的城
墙剖面前。只见城墙的纵剖面断面清晰地
展示着各个时期的夯土层，从商代、战国，再
到近代，折射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通过紫
荆山路城垣断面历史年轮，我们可以看出，
郑州商城 3600年来城址从未转移，文脉不
断，人脉不息，是现代郑州城市记忆传承的
文化根基。”谈起郑州商都文化的影响力，郑
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相关负责人如数家珍。

这里是王朝典制开创之地。郑州商文
明见证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制度的形成。
继二里头文明之后，郑州商代都城代表的郑
州商文明在广域范围内首次确立了成熟的
城市体系。以围院建筑为代表的宫室建筑
形式，成为中国历代都城宫殿营造的典范，
而中国传统城市的城郭之制也自此确立。

这里是青铜时代成熟之地。三个窖藏
坑出土的28件青铜器器型厚重、纹饰繁缛，
展现了郑州作为王都的崇高地位，堪称中国
青铜文明的首个高峰。

这里是中华汉字寻根之地。郑州商文
明见证了汉字书写系统的形成。在郑州商
文明基础上，安阳殷墟发现的晚商时期甲骨
文、金文确立了相对成熟的文字形式和书写
体例，并被周代继承。秦帝国“书同文”再次
规范了文字书写。作为文化与制度的体现
者和承载者，汉字系统连绵不断直至今天。

“郑州商代都城是公认的商代早期王朝
都城。它代表的商文明，集合了国家、城市、
青铜器、文字四个文明要素，在中华文明史
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市文物局
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郑州三大考古发现
照亮璀璨历史星空

本报记者 成燕 文 李焱 图

昨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
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全国“百年
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揭晓。在河
南入选的14项考古发现中，郑州新郑
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
城遗址上榜。从8000年左右的裴李
岗文明圣火，到5300年前的“河洛古
国”，再到丈量3600年商都文明的郑
州商城遗址……遥望历史的璀璨星
空，古都郑州一次次向世界散发出夺
目的光彩。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些考古
大发现，感受历史文化的耀眼光芒。

本报讯（记者 秦华）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
年献礼剧，10 月 17 日晚，电视剧《红旗渠》在央视一
套晚间黄金档首播，带领观众重温开凿“人工天河”
的历史奇迹。

电视剧《红旗渠》由河南省委宣传部、安阳市委
宣传部、林州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委宣传部联合
出品。国家一级导演康宁执导，实力派演员于震、
安悦溪、曾黎、景乐主演。

《红旗渠》以 1959 年河南省安阳市林县大旱缺
水为背景，讲述了林捷带领林县人民团结协作、攻
坚克难，苦战多个春秋，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
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修成了长达 1500 公里的“人工
天河”——红旗渠的事迹，赞颂了中华民族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展现了一部时
代和集体的命运交响曲。

据介绍，主创团队为真实地还原历史事件，曾多
次走访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博物馆，对红旗渠建造
历史进行了深入了解，通过真实历史影像资料与当
下所拍摄的影像相互交叉的艺术化手段处理，采取
直观、全面、纪实感的展示方法，再现了修建“红旗
渠”的宏伟故事。

据悉，《红旗渠》17 日晚开播即告捷，收视率破
10，在同时段播出的电视剧中，收视排名稳居全国
第一。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晚，在广东梅州进
行的一场2021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中，以
主力阵容出战的河南嵩山龙门队凭借卡兰加和
钟晋宝的进球，以2∶0击败重庆两江竞技队，强
势晋级八强。

本场比赛，嵩山龙门代理主教练安东尼奥
派出包括伊沃、卡兰加等外援在内的全主力首
发，而阵容不整的重庆队只能以全华班迎战。
比赛开始后，嵩山龙门很快占据主动，第 13分
钟，伊沃送出过顶长传，禁区前左侧卡兰加及时
跟进头球顶入网窝，帮助嵩山龙门以 1∶0 领
先。此后，两队打得比较谨慎，得分机会都不
多，半场结束嵩山龙门以1∶0领先。

易边再战，嵩山龙门全面占据优势，多次威
胁对手大门。第51分钟，卡兰加禁区内射门被
对方守门员神奇扑出，之后嵩山龙门再获良
机，可惜反击中陈蒲打门击中横梁，两次有威
胁的射门都险些破门得分。第 60 分钟，伤愈
复出的外援图雷换下陈蒲，嵩山龙门进攻势头
更猛。第 69分钟，图雷右路突破传中，及时跟
进的钟晋宝心领神会轻松推射入网，将比分扩
大为 2∶0。此后双方都调兵遣将，试图加强进
攻的重庆队反击质量不高，始终无法敲开嵩山
龙门的大门。

本报讯（记者 陈凯）在 17日晚结束的本赛
季 NBL联赛常规赛第 15轮的一场比赛中，河
南男篮以 120∶107战胜江苏盐南苏科男篮，终
结此前两连败的同时，也稳固了自身争取季后
赛席位的主动权。

面对此前未胜一场的江苏男篮，河南男篮
志在必得，开场后很快建立领先优势，首节结
束河南男篮以 28∶22领先。第二节开局阶段，
李鹏鹏连续杀伤对手内线赢得罚球机会，河南
男篮也四面开花，38∶24，球队一度将分差拉大
到两位数。随后的比赛江苏男篮开始发动反
击，在上半场结束时将比分追至63∶63。

下半场，河南男篮在李鹏鹏的带领下再度
掌控场上的主动权，是役，他一人砍下了全场
最高的 40分，创下职业生涯新高。此外，河南
男篮其他球员在冯博帆的穿针引线下也火力
全开，整场比赛，他也送出了职业生涯新高 16
次助攻。第三节节末，随着河南男篮打出13∶0
的小高潮，球队以 100∶82 再度取得大比分领
先。第四节，河南男篮进攻势头不减，反观江
苏男篮则毫无应对之法，最终，河南男篮以 13
分的优势战胜江苏男篮。

河南男篮
终结两连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经历了近 5个月间
歇期，2021赛季女超联赛第二阶段将今日重新
开启。本阶段比赛共进行6轮，时间为10月 19
日～11月 4日，比赛地点仍为昆明海埂训练基
地。河南建业女足在第一阶段中，以大比分分
别负于上海和广东，以 2∶1击败浙江，暂列第 8
名。今日，建业女足将首战“副班长”四川女足，
有望迎来一场开门红。

在已经结束的第一阶段比赛中，武汉车谷
江大以 3战全胜的成绩排名榜首，攻入 13球且
1球未失。上海农商银行 2胜 1平保持不败，位
居积分榜次席。长春大众置业与广东梅州客家
同积6分。

女超联赛第二阶段
河南建业首战四川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投入 50多万元兴建
的河南省射击射箭协会洛阳训练基地在古城洛阳揭
牌。与此同时，为祝贺洛阳训练基地落成，河南省第
三届中原“神箭手”射箭（俱乐部）比赛暨全民健身活
动在该训练基地进行。

作为我省的老牌优势体育项目，河南省射击队屡
次为我省在全国大赛上摘金夺银，在第十二届、第十
三届全运会上更是为河南代表团先拔头筹。这支队
伍先后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位射击亚洲冠军苏之勃和
第一位射击世界冠军巫兰英以及奥运会冠军贾占波，
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河南体育人的辉煌
一页。该培训基地的落成，更为我省青少年射击射箭
选手提供训练比赛的场所，使更多的幼苗得到更为专
业的训练比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社会体育
事务中心获悉，在 10月 17日于浙江丽水进行的 2021
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上传来喜讯，河南省航海模型
运动员、多次获得国内外大赛冠军的老将梁勇，勇夺
帆船项目F5-M级冠军，续写了海模帆船届“常青树”
的不老传奇。

本次航海模型全锦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
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等
主办，为期 6天，共有来自全国 17个省、直辖市、自治
区 27支代表队的 354名运动员参赛。河南省航海模
型队共派出了 14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帆船模型、电
动模型、耐久模型、仿真模型 4个大项，共计 12个小
项的比赛。

河南省航海模型队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航海
模型全锦赛，我省继续采取专业运动员与项目爱好
者联合组队的方式参赛，旨在进一步扩大海模项目
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海模爱好者参与其中，不断提
升其水平。比赛中，我省海模健儿们参赛热情高涨、
奋勇拼搏，展现了不俗的实力和风采。除了老将梁
勇勇夺桂冠外，我省海模爱好者尹旭辉，还获得了
FSR-027重量级方程式内燃机追逐赛 B组第三名的
好成绩。

嵩山龙门晋级
足协杯八强

电视剧《红旗渠》
央视一套开播

重现“人工天河”艰辛开凿历程

河南省射击射箭协会
洛阳训练基地揭牌

2021年航海模型全锦赛

我省老将勇夺冠

双双槐树遗址槐树遗址

裴李岗遗址裴李岗遗址 商城遗址商城遗址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省文旅厅了解到，
近日，“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
振兴创意大赛各赛点“黄河之村”空间类项目河南各地
市赛点已陆续开工。

据了解，“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首届全国大学
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于今年 6月份启动，以“非遗，点
亮乡村”为主题，该活动分“黄河之村”空间类和“黄河
之礼”文创类两个赛道。其中，空间类赛道在全省选出
90个空间，由大学生们进行非遗赋能和文化提升，打
造非遗主题民宿、农家乐等乡村业态以及非遗主题公
共庭院等室外空间，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活力，充分挖
掘河南省的非遗资源，探索一条非遗资源助力乡村振
兴的新路径。

该大赛启动后，全国各高校学生积极备赛，由于受
疫情影响，原定于暑假期间进行的比赛推迟。经过线
上训练营对各团队设计方案的论证与提升，以及线下
训练营学生团队的深入调研，进入 10月份以来，各团
队陆续与施工队进行技术对接，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
作。比赛进程中，在省文化和旅游厅及各赛点相关部
门大力支持下，大学生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全国各地来
到各赛点，深入挖掘非遗故事、建设非遗空间，用创意
将非遗融入乡村振兴,为乡村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空间类项目开工后，大学生们将用青春的创意，
点亮中原质朴的乡土空间，推动周边地区挖掘非遗故
事、建设非遗空间，用创意将非遗融入乡村振兴，在各
赛点连线成片，形成示范效应。预计“黄河之村”空间
类项目建设将于今年11月结束。

挖掘非遗资源
融入乡村振兴
“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

大赛各赛点陆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