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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校外高考补习班
将按 4 月 25 日做复课准备

▲黄河岸边的油菜花分外迷人

油菜花与黄河水交相辉映

临猗吴王古渡成游客新宠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斌）
4 月 11 日，临猗县角杯乡吴王
古渡，前来赏花观景的游客络
绎不绝。这个当地正在倾力打
造的“景区新秀”，显然受到人
们的欢迎。
时值阳春三月，这里的油
菜花为层层叠叠的沟壑梯田披
上了“黄金甲”。漫山遍野的油
菜花与远处的黄河水交相辉
映，构成一幅美丽的生态图景。

吴王古渡始建于公元前
636 年，由春秋时期晋国公子
重耳所建，兴于两汉，盛于大
唐。明、清时代，吴王古渡与禹
门渡、风陵渡并驾齐名，号称
“黄河三渡”
。
此前的 3 月 31 日，临猗县
第三届“运城峨嵋果品博物院”
生态旅游文化节暨吴王古渡油
菜花节拉开帷幕。连日来，越
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

尽情感受“春光明媚，踏青赏
花”的无穷乐趣，体验“古渡浮
桥、长河落日”的黄河风情。
据了解，按照临猗县黄河
风情旅游带的规划，吴王村和
村落周围的古渡寨门、黄河沙
洲、黄河浮桥等景点将互相连
通，呈现古渡、夕阳、古建、遗址
和农业景观，打造以乡村旅游、
休闲娱乐和农家生活体验为一
体的旅游综合景区。

▲扫码可欣赏
更多美景
◀临猗亮出了
黄河风情游的口号

河南发现大型商周遗址

记 者 4 月 12 日 从 山 西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获悉，山西面向高考
补习生的校外培训机构高考
补习班（以下简称“高考补习
班”
）将按 4 月 25 日做复课
准备；面向中小学生的其他
校外培训机构，在中小学全
部开学前不得开展线下培
训。各地按照“市统筹、县落
实”
“ 一地一策”科学制定高
考补习班复课准备方案，抓
紧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此次做复课准备的高考
补习班，指经教育部门审批
取得办学许可证并登记取得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的、面向高考补习生开
展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高考
补习班。我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做
好高考补习班复课准备工
作，要严格落实各方责任。
复课准备工作由当地党委政
府统一领导、统一保障、统一
检查、统一验收。
在准备复课过程中，各
高考补习班要严格履行复课
及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
逐人筛查、严格闭环管理、严
格安全防范、严格落实经费

物资保障。要全面摸排所有
补习生、教师、管理服务人员
近 14 天内的出行轨迹，做好
复课师生健康筛查和监测，
特别是对从湖北等地返回的
师生和近期有过国际旅行史
的师生，要逐人进行核酸和
CT 检测。具备食宿条件的
高考补习班，实行师生员工
全封闭管理；家庭居所不在
本地的师生一律由高考补习
班集中定点统一安排食宿；
对居住在高考补习班外的师
生，本人或监护人要签订校
外安全防控承诺书，每天申
报师生及共同居住人员身体
健康状况，上下学途中做到
补习班与家庭“两点一线”。
高考补习班要统一提供午
餐，采取错时错峰复课，防止
交通拥堵、人员聚集。同时，
要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做好卫生、食品、消防等各项
安全工作等。
各地要按照相关要求，
由属地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当
地教育、卫生健康、市场监管
等部门，按照“准备到位一
家、验收合格一家、同意复课
一家”的原则，对申请复课的
高考补习班逐一验收。
（
《山西日报》4.13）

河南出新政
助力上班族“看娃”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办公
厅获悉，河南省近日印发《关
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
用人单位灵活安排工作时
间，
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
针对不少上班族难以兼
顾工作与婴幼儿照护这个现
实痛点，河南省鼓励用人单
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
积极措施，为婴幼儿照护创
造便利条件。支持脱产照护
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
位，并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就
业指导和职业技能培训。
同时，为方便居民直接
在小区内实现婴幼儿托管，
河南省将在新建居住区规

划、建设与常住人口规模相
适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
及配套安全设施。支持用人
单位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举
办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
机构，有条件的可向附近居
民开放。支持幼儿园为 2~3
岁的幼儿提供婴幼儿照护服
务。
为鼓励婴幼儿照护机构
发展，河南省将对该类机构
的用水、用电、用气实行居民
价格政策。取得的收入免征
增值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减按 90％计入收入总
额。免征房屋土地契税、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新华社 4.12）

出土甲骨文记载的罕见人祭遗存
“这具保存较好的人骨，形
如‘坎’字的甲骨文。像这样呈跪
姿，且可与甲骨文中的字形对照
上的人祭现象实属罕见。”柴庄
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梁法伟说。
在河南济源柴庄遗址的发
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
现大量墓葬及晚商祭祀遗存，为
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形态及礼制
变迁提供实物资料。其中，一处
独特的人祭现象引发业界关注。
身首异处，面朝北方，双膝
跪于坑内，两手交叉放在身前。
梁法伟介绍说，据殷墟出土的甲
骨文记载，商朝盛行祭祀文化，
先民用“社”
“ 示”
“ 坛”
“ 坎”等象
形文字记述不同形制的祭祀活

动。其中，
“ 坎”字描绘的便是将
人或是牲畜放在坑中的祭祀方
式。
此前，考古发现的人祭现象
多为躺姿。专家推测，呈“坎”字
形的祭祀方式尽管在目前考古
发现中出现的数量极少，但既然
能与甲骨文中的记载相照应，或
许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
柴庄遗址所处区域是商王
朝经略晋南的要地，也是文献记
载周武王伐商的必经之地。这里
扼守轵关陉东端，北依太行山，
南部为黄河，
地理位置显要。
2019 年以来，为配合基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与济源市文物工作

队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柴庄
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及调查勘探，
发掘面积 6000 平方米。
“遗址内发现了排列有序的
晚商高等级贵族墓葬、祭祀坑、
夯土基址和建造考究的水井等，
表明这里在当时应为区域中心
聚落。”梁法伟说，遗憾的是，由
于墓葬被盗严重，尚未发现可指
明聚落族属的实物资料。
目前，考古人员仍在对遗址
情况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结合遗
址布局结构及出土的丰富遗物，
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
器、原始瓷和卜骨等，还原聚落
的基本面貌。
（新华社 4.12）

西安市启动
367 个老旧小区改造
为了让老旧小区既“好
看”又“好住”，2020 年西安
市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1100
个，改造 1900 万平方米。目
前全市已启动实施了 367 个
小区的改造工作。
西安市住建局局长苗宝
明 介 绍 ，目 前 启 动 改 造 的
367 个老旧小区，面积 902.9
万平方米。
为呼应市民改善人居环
境的需求，按照小区实际和
居民意愿，西安市计划 2021

年 6 月前，完成绕城高速以
内 80％以上老旧小区的改
造。
据了解，西安市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遵循“好看”又
“好住”的原则，完善小区软
硬件设施，通过墙体节能保
温和老旧供热管网改造、老
旧燃气管网改造、自来水改
造和室外雨污水管网改造，
解决管道破损、堵塞严重、污
水外溢、雨污不分等问题。
（新华社 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