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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双建”再出发 幸福南阳启新程
创全国文明城市 创国家森林城市 建全国健康城市 建世界月季名城

本报讯 （记者马 哲）南阳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代表日前

开展了以“清明祭英烈 弘扬民族

魂”为主题的网络祭奠活动。

参加活动的师生代表通过中

国文明网的“网上祭英烈”专题和

微信平台，表示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和缅怀之情。⑥2
又讯 （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

王 震）4月 2日，宛城区交通运输局

组织系统干部职工 40余人，赴方城

杜凤瑞烈士纪念馆开展“缅怀革命先

烈 重温入党誓词”主题教育活动。

在革命烈士塑像前，大家肃立

默哀，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在杜

凤瑞烈士纪念馆内，大家聆听了革

命先烈的英雄事迹，瞻仰了纪念馆

内陈列的照片和书稿，被先烈为革

命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所震

撼。⑥2
又讯 （通讯员刘艳苗）4 月 3

日，西峡县白羽街道机关、社区干

部职工 80余人到该县烈士陵园开

展“缅怀革命先烈”祭扫活动，继承

优良革命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⑥5

清明祭英烈 弘扬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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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 3日电 记者

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为进

一步做好旅游安全工作，有效保障广

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文化和旅游部

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

区实际，围绕旅游安全重点环节和

问题开展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

据了解，这次排查治理的重点内

容包括强化旅游包车管理、完善防汛

备汛措施、抓好火灾防控工作、严防

食品卫生安全事故、加强景区及周边

客流控制、做好出境游安全监管等。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督促旅行

社选用正规的汽车公司，签订规范

的租车协议；督促旅行社密切关注

汛情预报 ,合理安排旅游线路；指导

A级旅游景区加强汛期隐患的排查

治理，对地质灾害多发地段加强安

全监测和巡查；联合消防部门对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娱乐场

所、上网服务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 A 级旅游

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旅游餐饮服

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旅游高峰期积

极协调在机场车站码头、旅游集散

中心、景区换乘站等重点地区加开

临时交通，快速疏解客流；督促旅行

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加强出境旅游产

品安全审查等。

文化和旅游部强调，要加强与

公安、交通、卫生、气象等部门的信

息沟通与协作，做好安全风险提示，

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等多种渠道，

及时、广泛发布气象、景区地质灾

害、景区流量控制等有关预警信息。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开展排查整治 保障旅游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3日电 记

者 3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

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近日正

式向社会发布 13个新职业信息。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这 13 个新职业包括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

程技术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

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

管理师、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电

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无人

机驾驶员、农业经理人、物联网安

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

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此

次发布的 13个新职业主要集中在

高新技术领域，是自 2015 年版国

家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以来发布的

首批新职业。

这位负责人表示，新职业信息

发布，使国家职业分类体系更加科

学完善，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信

息统计、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职业

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工作，为国家

制定相关产业发展政策、开展就业

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供求状况

研究分析、制定人力资源市场政策

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规范了用

人单位的岗位设置、人员招录、员

工培训等工作，使从业人员的职业

发展规划更加明晰，有利于促进其

提升职业能力和素养。

另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记者 3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

颁布一批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涉及

39个职业。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新的国家职业技能标

准中，劳动关系协调员等 16 个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由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单独颁布，23个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

同有关部门联合颁布。

这位负责人表示，将加快职业

标准开发，除分批制定颁布国家职

业技能标准外，还将指导行业协

会、龙头企业牵头开发行业企业评

价规范，推动普及面广社会性强且

成熟的行业企业评价规范成为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同时鼓励龙头企

业在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基础上开

发应用体现国际最新技术的企业

评价规范。⑥4

我国新增13个新职业
39个职业有了国家标准

□郑 顿

近日，有群众反映，市城区汉

城河张衡路至独山大道段臭味刺

鼻，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

4 月 2 日，市作风建设提升年

活动办公室采访组前往市城区汉

城河张衡路与独山大道段进行实

地探访。

采访组首先来到汉城河张衡

路段。汉城河两岸，护栏已安装，

步道已砌好，绿植错落，环境优

美。汉城河穿兴宛学校而过，学校

院墙与汉城河交界处用铁栅栏隔

开，栅栏外，虽然水质深绿，但并无

漂浮垃圾；但栅栏内，堆积了大量

垃圾，且水草遍布，看来已很久未

对河道进行治理。

“这两天还好啊，刚下了点雨，

一旦温度升起来，臭味就跟着出来

了，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臭味熏天，

苍蝇蚊子打脸，我们都不敢往河边

来。”一位在附近居住的老大爷说。

沿河而下，采访组欲进入兴宛

学校察看院内河段水质情况，但遭

到百般阻挠，采访组只好绕到汉城

河独山大道段。走在独山大道上，

距离汉城河百余米，一阵风吹过，

臭味扑鼻。走近河道，臭味更甚，

水面上散落着一些腐败的垃圾，与

兴宛学校交界处，水面上的漂浮垃

圾绵延数米，水草茂密，近一米高，

严重堵塞河道。

“过去十来年，这里一到夏天

就臭味刺鼻，又腥又臭，水面上长

期漂着大量死鱼。前段时间，内河

整治过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臭

味不减，我们生活得苦不堪言啊！”

一位在附近看大门的老大爷跟采

访组攀谈时说道。

看见采访组过来采访，附近居

民纷纷上前反映情况：“这里平时

没多少水，一下雨就积水，现在有

一两米深，主要是因为汉城河分段

治理，下游河段未及时疏通，导致

该河段河水一直无法下流，长时间

死水一潭，水质污染严重，臭味难

闻。”

该河段水质污染问题何时能

得到根治，还大家一个干净卫生的

环境，市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办公

室将持续关注。⑥3

汉城河臭味从何而来

1 月内河例会召开以来，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

水利局 3 家较好地发挥了牵头抓总

作用，细化工作台账，明确时间节

点，加强现场督导；各区作为征迁

主体，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加大征迁力度，扫除征迁遗留；施

工企业科学安排，抢抓工期，内河

治理工作有了一定进展。现将有

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征 迁 安 置 工 作 有 所 突 破 。 长

期影响汉城河治理的天冠浴池临

建等 2 处征迁遗留全部完成，严重

制约温凉河治理的教师公寓、万正

车库征迁难题得以解决，梅溪河、

三里河又解决 4 处征迁遗留；金属

线材厂集中安置区建设分期实施

的相关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工程

建设有序实施。十二里河已展开

的 3 个作业面复工作业，汉城河治

理工程（一期）截污工程、河道工程

及景观工程完工，护城河水体生物

修复工程完成，溧河治理工程规划

设计方案正在修订完善。

二、存在的问题
从工作推进情况看，征迁不到

位仍是严重影响工程进度的主要

原因。目前，温凉河还有 228 户征

迁遗留，影响河道治理工程、安置

区和商业水街建设；梅溪河、三里

河 共 有 7 处 征 迁 遗 留 影 响 河 道 治

理；十二里河施工通道打开缓慢未

达到全线施工的预期目的。

三、排名情况
根 据 本 月 各 责 任 单 位 工 作 落

实完成情况，经内河指挥部结合实

际情况综合评定，结果如下：

各区施工环境营造排名，依次

为：高新区、卧龙区、宛城区

业 主 单 位 牵 头 抓 总 作 用 发 挥

情况排名，依次为：市城市管理局、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南 阳 投 资 集

团、市水利局

施工企业施工进度排名，依次

为：浙水股份、中水十一局、郑州第

一建筑工程集团、江苏水利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征迁滞后的街道：梅溪街道、

七一街道、武侯街道、汉冶街道

下一步，市内河指挥部要充分

发挥综合协调、督导考评等作用，

严格按照工作台账明确的时间节

点，进一步明责强责，加强现场督

导，推动工作落实；各责任单位要

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早日

实现征迁清零，为工程建设创造良

好的施工环境。⑥3

2019年 4月 3日

南阳市中心城区内河水系综合开发工程指挥部

关于中心城区内河综合治理工程进展情况的通报

清明假期
天气晴好
本报讯 （记者洪 塔）明日，我

们将迎来清明节假期。昨日，记者

从市气象台获悉，假日期间我市天

气以晴好为主，气温偏高 ,适宜市民

扫墓、踏青、出游。

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具体情况

如下：4月 4日，多云间晴天，西南风

3 级左右，气温 9℃～22℃；5 日～6
日，晴天间多云，气温较高，最高气

温可达 27℃～29℃，7日，晴天转多

云，受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大，气温

有所下降。

气象专家提醒，清明时节，早晚

温差较大，公众需注意适当增减衣

物，避免感冒、发烧等流行性疾病的

发生。同时，由于节假日期间风力

较大，对市民出行踏青、祭扫有些影

响，公众外出祭扫需注意防火，提倡

文明祭扫。⑥6 4月 2日，南阳义工联组织义工到彭雪枫纪念馆举行清明祭英烈活动 ⑥2 本报记者 赵 勇 摄

本报讯 （记者马 哲）4月 3日，

记者从市旅游局了解到，清明小长

假即将到来，回乡祭祖、踏青赏花、

自驾游等成为清明节小长假的热

门活动。提醒广大市民错峰出游、

安全出行、文明礼让、理性维权。

根据交通运输部统一要求，4
月 5日 0时至 4月 7日 24时，高速公

路对 7 座以下 (含 7 座)小型客车实

施免费通行政策。需要出行的市

民可提早准备，合理安排踏青、扫

墓的行程，尽量避开高峰时段、热

门 区 域 ，合 理 安 排 出 游 时 间 和

路线。

需要参加旅行社组团出行的

旅客，要选择正规有资质的旅行

社，签订正规旅游合同。出行选择

乘坐大巴车辆的市民，要注意查看

车辆所属公司、车辆运营资质及

《旅游包车合同》的签订情况。

旅游行程中，游客应注重文明

旅游，遵守社会公德和秩序，对旅

游行程变更及购物等产生纠纷或

对旅游质量存有异议，游客应理性

维权。若遇到维权纠纷，可拨打旅

游热线“12301”求助。如在旅行中

维权不便，可以留存相关证据，待

回程后再寻求解决。⑥3

假日出行谨记温情提示

编者按
南阳黄山遗址是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

一处古文化遗存，近段时间考古发掘出的丰

富文物，证明了该遗址是一处居葬合一并统

一规划的新石器时代重要中心聚落遗址，而

大墓中发现的木质单棺痕迹、随葬玉器和大

量的猪下颌骨更表明，这里有目前在汉水中

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等级最高的氏族墓

地。作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

精神，提出了新颖的观点，本报今日特予以

刊发，以期为黄山遗址乃至我市的文物研究

提供新思路，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说话，让

文化说话。文章刊发时有删节。

白振国 袁祖雨 徐向阳

近段时间以来，黄山考古屡有重要发

现。“国保”黄山遗址，愈发璀璨迷人。

3月 18日、19日，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夏

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到南

阳调研。83岁的老专家，兴致勃勃地到黄山

遗址考察，并为黄山考古遗址题写“千年一

遇，中华瑰宝”。

4月 2日，著名考古专家、学部委员王巍

先生亲临黄山，考察后欣然题写了“文明在

宛”“独山古玉 黄山天琢”两幅墨宝。

宝山在侧，大美不言。我们试图依据典

籍史料、历史传说、地名地望、民风民俗、考

古定论，推理分析、综合研判，解读谜一般的

黄山遗迹。

南阳黄山 华夏“首”都

黄山文化是黄帝文化，也是夏文化。

南阳是夏后氏之国，夏后氏是黄帝的直

系后裔。《国语·鲁语》明确记载：“夏后氏禘

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这里所谓的

禘、郊、祖、宗，是古代祭祀中的特定仪礼。

禘，在都城南面的圜丘，举行祭天礼仪，并以

黄帝配祭。这是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祀礼仪，

只有天子才能举行，也称寰丘祭。夏后氏在

南阳，夏后氏在最高规格的祭祀礼仪中祭祀

黄帝，则南阳应有黄帝遗迹。

详查南阳的古文化遗存，似唯一对应今

南阳市北郊的黄山遗址。今黄山的得名，应

是古文献中的黄帝之丘或轩辕之丘，而非土

呈黄色。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南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白河流域史前遗

址调查报告》一书，可知黄山遗址的考古学

年代上层为河南龙山时代晚期，下为屈家岭

时期，再下为仰韶中晚期，最下层为裴李岗

文化时期。遗址面积约为 10万平方米。考

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晚期对应传说时代的夏

文化早期。

2018年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

发现。2018年 5月至 12月，经国家文化局批

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阳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黄山遗址进行

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在新时期聚落考古和

玉、石器考古等方面取得重大发现：

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复杂长方形地面建

筑 F1和 F2面积均在 120平方米以上，其体量

之大、结构之复杂，国内罕见。目前基本可

确定为玉石器加工作坊，填补了中原地区新

石器时代玉器作坊的空白，说明六千年前黄

山遗址已经是仰韶文化南阳独山玉加工中

心了。

F2墙体高度达 0.7米，保存之好国内仅

见，为研究江汉地区仰韶文化大型复杂建筑

地面以上结构、建筑技法、功能分区提供了

直接参照标本，也为公众考古展示提供了绝

佳对象。

已清理新石器时代墓葬 26座、瓮棺葬 46
座等丰富遗迹，说明黄山遗址是一处居葬合

一并统一规划的新石器时代重要中心聚落

遗址。其中，以出玉钺大墓的 M18 最为重

要——墓主个头 1.86米，左手持弓右手擎独

山玉钺，可推测其身份高贵。墓葬排列有

序、方向一致。大墓中发现木质单棺痕迹、

随葬玉器、石器、陶器和大量猪下颌骨表明，

这是目前在豫西南乃至汉水中游地区屈家

岭文化时期等级最高的氏族墓地。

仅就常识，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的玉器

是神权、军权、王权的象征。黄山遗址发现两

个面积超大的仰韶文化晚期玉器作坊 F1和
F2，说明这里曾经是都城，因为除部落联盟首

领在其都城可以有这种大规模的玉器加工之

外，其他人其他地点是完全不可能的。

华夏族形成可划分为前后两个关键阶

段，前一阶段是炎黄两个部落在今华北地区

的融合；后一阶段是胜利的黄帝部落向东、

向南发展，在江汉流域也取得了盟主地位。

南阳黄山遗址正处于华夏族形成的后一关

键阶段，是华夏族形成的里程碑，所以我们

自豪地称南阳黄山为华夏第一都。

夏禹陵墓 或在南阳
夏禹陵墓在哪里？事关夏商周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意义十分重大。

夏禹的帝陵不应仅存在于史籍文献中，

更该真实地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成为我们中

华民族的地标。然而，沧海桑田，历史变幻莫

测，公元前 516年，原本记载有夏商周三代正

史的周典因王子朝奉之奔楚而散佚，特别是

春秋时期伍子胥奔吴、范蠡入越，中原文化南

移，夏禹大会诸侯的“会稽山”更是扑朔迷离。

我们重新梳理文献，考证出夏代会稽山

的原始所在，即在今南阳市的邓州市、内乡

县、镇平县三县交界处的覆釜山。覆釜山是

土谷山、先主山、鳌峰山、踢脚山四座孤山合

起来的总称。

首先可以肯定夏禹陵墓不在今南方。

现代夏文化考古，已可以认定夏族主要活动

于晋南和豫西南地区。近几十年来，在上述

地区先后发现了多处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

商文化早期之间的文化遗存，与文献所载夏

朝年代和地域符合，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学术界已公

认为夏文化遗存。

今日浙江绍兴之会稽山和大禹陵，应是

奉守夏禹之祀的古越族多次迁都后，迁于此

地的“文化重建”。迁徙后在迁入地将原籍

文化符号重建，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规律性现

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

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

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

邑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

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

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

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馀。”《舆地志》云：

“越侯传国三十馀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

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

为子，号为於越。”上述引文，要旨有三，其一

禹周行天下还归夏后氏之国大会诸侯，茅山

应在早期夏文化核心地域内；其二，大会诸

侯的山初名茅山、苗山，禹崩而葬之后称会

稽山；其三，夏少康帝封其庶子越在会稽山，

以奉守禹祀，会稽山得名在先，历五帝四世

始有人（少康帝庶子）名越，人名越之后才有

大越、古越族群名。帝少康之庶子于越号无

馀为奉守夏禹祭祀的第一人，自此“夏禹陵

和会稽山”就成为于越之后代古越人的根文

化，古越人不可能不迁徙，他们迁徙到哪里

就必然把“夏禹陵和会稽山”这一文化符号

带到哪里。钱穆在其《越徙琅邪考》一文中

指出，勾践北徙之琅邪，实应在赣榆，今江苏

省连云港市，赣榆北四十里有会稽山，号小

会稽山。

我们依据文献推断出禹陵在汉代南阳

郡，即今之南阳市。《史记·货殖列传》载：“颍

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

先王之遗风。”《汉书·地理志》载：“颍川、南

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蔽鄙朴。”司马

迁、班固共同确认南阳郡、颍川郡为夏文化之

郡，是夏人在居住，有区别于其他郡国的夏人

风俗。依据汉代州（刺史）郡之划分，南阳郡

属荆州，颍川郡属豫州。司马迁在记述自己在

考察禹陵的经历时说：“南游江、淮，上会稽，

探禹穴”，而豫州“川曰荥”、荆州“川曰江、汉”

（《汉书·地理志》），因此可以推断司马迁实地

考察的“会稽”在南阳郡。 （下转B2版）

文明在宛——

华 夏“ 首 ”都 考 略

作风建设 曝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