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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洛龙区太康路与新月路交叉口北侧的市体
育中心自行车赛车场改造现场施工正酣。今年6月底，这个
自行车赛车场将从一个露天场馆变为国内一流的室内自行
车场馆，满足承接国际级赛事和广大市民健身的需求。

项目负责人介绍，自行车赛车场于2006年投入使用，
是市体育中心二期工程的组成场馆。由于该场馆采用的是
石英砂面层，如出现意外摔倒的情况，会对运动员产生损
伤，已无法满足重要赛事的比赛需求。

为顺应场地自行车运动的发展趋势，满足承接国际级
赛事及全运会、省运会的要求，我市启动了改造提升工程，
对原有赛车场屋顶进行改造，加装大跨度轻型空间屋盖，使
之成为封闭的室内场馆；增设玻璃幕墙，并将原来的自行车
赛道升级为符合国际自行车联合会认证要求的专业木制赛
道。同时，在不影响原有建筑结构的前提下，对消防设施、通
风系统、空调系统、照明系统、音响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该改造工程于去年9月启动，将于今年6月底完工。完
工后，该场馆将更加大气亮丽，可容纳5000余人，其中看
台观众约2300人；设置新闻发布厅、兴奋剂检测厅、裁判休
息室、贵宾休息室、运动员休息室、内场车库等设施，内部服
务功能更加人性化。 本报记者 孟山 文/图

将改为室内场馆，可容纳5000余人

市体育中心自行车赛车场
6月底完成改造

22 日，在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翟泉等村
的田野里，村民对麦田进行打药、施肥、除草
等，加强田间管理。（右图）在孟津县朝阳镇高
沟村，村民给小麦灌溉“解渴”。（上图）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记者 梅占国 李卫超 通讯员 郑占波
殷潘丹宁 摄

人勤春早农事忙

“你好，请把你单位会议记录和中心组学习记录提供
一下。”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围绕“第一议题”制度落实
情况，栾川县纪委监委派出 8 个监督检查组，开始做新年

“政治体检”。
为进一步做实政治监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细，新年伊始，该县
纪委监委采取不打招呼、随机抽查、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
方式，对该县10个乡镇、15个县直单位“第一议题”制度落
实情况进行细致检查。

检查发现，存在个别单位制度很完善但形式大于内容，
笔记、记录都很齐全但在落实上不接地气，与实际工作结合
不够紧密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该县分共性问题和个
性问题两方面，以清单形式向涉及的相关乡镇和县直单位
逐一反馈，督促相关单位直面问题，细化问题整改。同时，
该县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也要发挥好“探头”和“哨
所”等作用，紧盯问题整改。

政治监督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权力的有效约
束，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有力保障，更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定心丸”。该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新的一
年，我们会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工作，将政治监督与以案促
改、派驻监督、巡查监督有机结合，打造政治监督‘组合拳’，
力求落实到位、监督到位、整改到位。” （吴世非）

围绕“第一议题”
强化政治监督

22日，嵩县林业部门传来喜讯，经专家确认，去年冬天
有35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中华秋沙鸭在嵩县陆
浑湖国家湿地公园越冬，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数量之最。

“2008年，我们首次监测到中华秋沙鸭在陆浑湖国家
湿地公园越冬。此后，每年冬季都有数量不等的中华秋沙鸭
前来越冬。”嵩县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相关负责人说，日前，
嵩县林业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和观鸟爱好者观测发现，当日
共有35只中华秋沙鸭出现在陆浑水库上游一处水流湍急
区域，或潜水觅食，或游弋嬉戏，或整理羽毛，悠闲自在。

中华秋沙鸭是中国特产稀有鸟类，属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鸟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濒危物种。由于其对栖
息地水域环境要求极高，被称为“鸟中大熊猫”、水域环境的
生态“试纸”。

嵩县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以陆浑水库为主体，其中湿
地面积4222公顷，水清、景美、鱼儿肥，是东亚—澳大利亚
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6月，有观鸟爱好者发现，3只
本应向北迁徙的中华秋沙鸭仍在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活
动。“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密切关注它们的动向，经过近 4
个月不间断观察，确定它们是在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落
了户’。”嵩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这得益于陆浑湖国家
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眼下，嵩县有关部门正申请在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建
立中华秋沙鸭野生栖息地保护区，给这些大自然的精灵营
造一个恬静、闲适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王继峰 文/图

“鸟中大熊猫”
畅游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

中华秋沙鸭在水面游弋嬉戏

近日，黄河孟津会盟段河道内古代
墓葬群的考古成果经本报报道后备受
关注。惊叹之余，大家对黄河河道内的
考古发掘也充满好奇：涉水考古有哪些
特别之处？洛阳铲还用得上吗？为此，记
者昨日邀请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斌答疑解惑。

黄河涨水冲出墓葬，考古
人员第一时间入场

这么大一片墓葬群，怎么会突然出
现在黄河河道中？

“墓葬群所在的位置，原地貌为黄
河南岸台地。去年夏天黄河涨水，水位
高、流量大，将台地冲毁，河道向南侵蚀
约 20 万平方米，侵蚀区域最宽处 350
米，最长处 1500 米，下切深度 4 米至 7
米。”刘斌介绍，冬季进入枯水期后，黄
河水位下降，于是，被河水冲出的墓葬
露出水面。

去年12月，孟津县文物部门报告称
黄河河道内发现墓葬，市文物局随即组
织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并第一时间派考
古人员进驻现场看护，确保文物安全。
随即，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前的相关
准备工作同步展开。

“竖立围挡，搭建浮桥，安装监控设
备，建设临时工作站……今年 1 月 26
日，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刘斌说，
为抢抓冬季枯水期作业良机，在省、市
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每项工作都争分夺
秒向前推进，刷新了考古工作的“洛阳
速度”。

0℃的河水中，考古人员
每天要泡几个小时

在洛阳，涉水考古的项目并不多，
而在黄河河道内考古更是史上首次。考
古发掘该如何开展？一开始，刘斌和同
事们都找不到思路。

“方案拿了一个又一个，每天都在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刘斌说，涉水考
古首先要解决水的问题，如果按正常
考古发掘项目来看，需要设置一条围
堰，把考古区域围起来之后排水。但
是，在黄河内设置围堰，审批和建设都

需要较长时间，经过综合考虑，大家决
定趁枯水期涉水作业，尽最大努力提
高工作效率。

发掘工作从离岸边比较近的墓葬
开始。“常规的考古工具都用不上，现场
又是泥又是水，洛阳铲、手铲等都没了
用武之地。”刘斌说，墓葬里的水大部分
都没过膝盖，大家穿着胶鞋或防水连体
衣，顶着凛冽的北风，弯腰在水里一点
点细细地摸排，“翻上来的河泥，没有一
块放过的，都要捏碎再摸一摸，看看里
头有没有东西”。

寒冬腊月，黄河的水温在0℃左右，

考古人员在水里站一会儿就冻得浑身冰
凉。时间紧、任务重，考虑到大家的身体
情况，刘斌和同事们制定了“轮换工作
法”，一批人在河水里工作约1个小时，
就换另一批人下水，每人每天要在水里
弯腰泡上几个小时，考古人员24小时轮
番上阵，保障考古发掘不停歇。

放弃春节假期，全力守护
文物安全

“每发掘出一件文物，都让我们惊
喜。”刘斌说，发掘出的文物越多，文物
保护的压力也就越大。为全力保障文物
安全，考古发掘现场装有8个监控探头，
并且24小时有人值班。春节期间，刘斌
和同事们放弃休息，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全力守护墓葬群和文物。

除了发掘速度，文物的修复速度也
在加快。“这批出土文物毫无疑问将为
挖掘黄河文化提供重要考古支撑，我们
想把考古成果尽快呈现给大家。”刘斌
说，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从文物保护中心
抽调了一批精干的技术人员，直接进驻
现场修复文物，省去了中间文物的转运
时间，已在短时间内完成了50余件文物
的修复工作。

“大家看到的考古成果，往往是在
展示陈列阶段，而田野考古是考古最基
础的工作，也是最辛苦的。”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赵晓军说，洛阳考古人员将
继续保持敬业、专业的工作作风，为文
物保护事业贡献更大力量。

本报记者 智慧

考古发掘现场（采访对象提供）

施工现场

黄河河道内涉水发掘，刷新考古“洛阳速度”

欢欢喜喜闹元宵欢欢喜喜闹元宵 文旅大餐已备好文旅大餐已备好

隋唐洛阳城
“唐宫上元节”

2 月 25 日至 28 日，隋唐洛阳城
景区将以“执灯上元夜 踏歌紫微宫”
为主题，举办元宵节系列活动。此次
不仅有千盏花灯点亮隋唐城、上元
幻唐游大型巡游、民俗表演、“花灯
贺岁，上元集会”上元节主题亲子研
学活动等特色活动，持续上演应天
门 3D 灯光秀、九洲盛唐灯会，还将
举办九洲池放河灯、汉服提灯游、非
遗展出、手工体验、水幕秀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

王城公园
2021王城游园会暨元宵灯会

2 月 23 日至 3 月 8 日，王城公园
元宵灯会以“灯耀王城过大年”为主
题，设置“盛世中华”“月满神州”“光
影互动”“动物王国”“童话世界”“网
红打卡”等主题展区，展出各种造型
的大中型灯组近 100 组，设置沉浸式
体验光影区，搭配数以万计的装饰类
彩灯烘托节日氛围。此外，该园还将
举办“王城嘉年华，快乐嗨翻天”主
题游园会，推出精彩演艺、动物卡通
人偶巡游、电光舞夜间表演等活动。

龙门石窟
“龙门元宵最唐潮”
元宵佳节，龙门石窟景区将举办

龙船诗会闹元宵活动，2月25日至28
日每晚7点至8点，举办集体唐舞、唐
诗吟诵、古琴演奏、古风歌曲演唱、琵
琶独奏、唐礼传习、传飞花令、茶礼展
示等活动；2月19日至26日，龙门古
街每天上演十多场唐风演艺节目，举
办古街消费送“花钿”、元宵灯谜网红打
卡等活动；2月25日至28日，龙门石窟
讲解公司安排着汉服讲解员，讲述龙门
历史故事，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梦回魏
唐；2月25日晚上7点至8点30分，您
还可以通过龙门石窟腾讯官方视频号，
跟洛阳交通广播五大主播“云”游龙门，
聆听元宵节与龙门的故事。

洛邑古城
元宵节主题演出

从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洛邑古城景区每
日持续推出近20场国风表演、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美食节等活动。元宵节晚上新增主
题快闪《团团圆圆》和上元祈愿花灯巡游活
动，增添欢乐喜庆的元宵节氛围。

“云端文旅”闹元宵
节日期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将运用“洛阳旅游”新媒体矩阵，以24
小时慢直播、网红主播直播、说唱歌
曲、景区海报等方式，对各景区美景、
活动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直播推荐；市
文化馆策划了“古都新生活·时尚洛阳
城”精彩文艺展播、“河洛飞花”洛阳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彩展播、洛阳
市首届“古都乡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成果线上展、“精彩艺课 陪你过年”
线上课堂等四大项为期 16 天的精彩
文化艺术线上展播教学活动。

此外，元宵节期间，我市将开展
“着汉服，赏花灯，醉唐潮”主题活动，
2月25日至28日，游客身着传统汉服
可免费参加龙门石窟“元宵夜游”、隋
唐洛阳城“唐宫上元节”、王城公园“游
园会暨元宵灯会”活动。

栾川景区活动多
元宵节期间，栾川县鸡冠洞景区

将开展夜景灯光秀、民俗表演、快闪
串烧、新春灯会、网红游乐等活动；竹
海野生动物园将举办“免费品美食、
免费看表演、免费赏 3D 灯光秀”等活
动；重渡沟景区将开展以“欢乐重渡
沟 冰雪乡村游”为主题的冬季旅游
活动，游客可观冰瀑奇观、赏竹海雪
原、享冬日民俗。

魏家坡
“元宵之夜，卫坡团圆”

2月24日至26日，魏家坡景区将
举办猜灯谜、集五福金牛、传统社火表
演、元宵夜文艺会演、送汤圆、孟津特
色长桌宴等活动，让游客充分体验地
道的豫西地区闹元宵风俗。

倒盏村
“到咱村，闹元宵”

2月26日至28日，倒盏民俗文化村将举办
篝火晚会、火把节、猜灯谜赢大礼、倒盏村首届樱

花市集、花灯节、嫦娥仙子花灯巡游、水席坊
吃特色汤圆等活动，引导游客参与互动，

充分展示元宵节民俗文化魅力。

扫码了解着汉服
免费参加活动具体内
容及参与方式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
1039287

本报讯（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周亚伟）元宵节临近，记者
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我市将持续开展“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推出一系列创意新颖、形式多
样的线上、线下文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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