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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从现在到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期。报告坚定了我们发展的信
心和决心。

作为农村基层党员，作为一名村党支
部书记，带领群众致富是初心，更是使
命。十多年来，我们索洛湾村党支部坚持
把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奔小康作为首要任
务，发展集体经济，建产业，强设施，增
加群众收入，彻底改变了村里落后面貌：
吃的用的按月发，年底有分红，每户分到
一套大房子，村民生活提前步入小康。今
后，我们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按照

“依托矿区建产业，发展旅游增收入，三变改
革探新路”的发展战略，搞好三产增加收
入，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新农村。

不忘初心，坚定信念跟党走。不忘初
心，体现的是一种革命意志，一名共产党
员的本色，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我们要
牢记使命，“知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始终绷紧为人民服务这根弦，确保两个百
年目标的全面实现。

发展产业。在产业发展上，国家各级
部门优惠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鼓
舞。索洛湾村先后养过小尾寒羊、秦川
牛，发展过大棚菜种植，办过粮食加工
厂。又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围绕“大旅游
做好小文章”，依托毗邻矿区和黄陵国家森
林公园筹建的地域优势，打造乡村旅游业。龙湾生态花园
餐厅被评为“全国金牌农家乐”。建有锦乾和山核桃工艺品
厂，注册有双龙索洛湾绿地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还有索洛
湾蔬菜专业合作社，实现了“企地共建，荣誉与共”。同
时，开发“鱼池沟”旅游休闲景点，为群众的后期增收奠
定了坚实基础。索洛湾村先后被评为省市县文明村，2017
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发展集体经济。索洛湾村积极探索，率先试点，找准
发展的着力点，成立“索洛湾轩辕土特产专业合作社”，通
过提供“产前揽订单、产中助管理、产后帮销售”等多种
服务，产业模式由“单打独斗”变“抱团发展”，实现农户
与消费者“双赢”；突出土地流转、反租倒包、资源折股
等，集体经济由“揭缸见底”变“粮足仓满”；采取集体分
红保底、劳务输出增收、惠民实事凝心、企户合作共赢等
方式，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村民生活由贫困落后变

“家道小康”。
实现共同富裕。“小康路上绝不让一个掉队”，打赢脱

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是党的庄严承诺。索洛湾村在自身脱贫致富的同
时，坚持强村带弱村、先富帮后富。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的方式，吸纳周边村组 83 户贫困户加入合作
社，为每户贫困户免费提供 10 箱中蜂，对于有养殖能力
的，对其生产的蜂蜜统一收购、销售，对无技术无条件
的，由合作社中蜂养殖基地代管托养，年终进行分红，仅
此一项户均年增收达1.3万元以上。针对年老体弱者，采取
光伏帮扶的办法助力脱贫，让他们晒着太阳挣着钱。个人
富了不算富，一个村富了也不算富，我们还积极主动与大
院子村党支部结成对子，帮助建成豆制品深加工厂，吸纳
该村20多名贫困人口长期务工；免费提供豆渣剩料，帮助
7户贫困户发展家庭养殖业。我个人也先后资助贫困大学生
57人。

（作者柯小海，中共十九大代表。2016年，被评为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3
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科教兴村杰出带头人。现任陕西省延
安市黄陵县双龙镇党委副书记、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本报记者李婕整理）

入选世界考古新发现

位于杭州北郊余杭区境内的良渚
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区面积42平方公里，保护规划区111
平方公里。特别是与古埃及同时期建
成的良渚古城 （内城3平方公里，外廓
城 6.3 平方公里，包含外围水利系统
100 平方公里），无论规模还是内涵，
在世界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堪称

“中华第一城”。
2013 年，良渚古城入选“2011—

2012世界10项考古新发现”。这是世界
考古界专家从全球 99 个候选名单中投
票产生的。根据投票结果：埃及金字
塔聚落得票第四，良渚古城紧随其后
位列第五。

此次来良渚的近 30 位考古专家，
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
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尼日利亚、
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家以及中国国内
的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此行第一
站，就去看了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

作为迄今已知的中国最早、规模
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的拦
洪水坝系统，距今约 5100—4850 年，
将中国大型水利遗迹的年代几乎提前
了一倍的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北
面，有秋坞、石坞、蜜蜂弄等 10 条堤

坝以及长约5千米的塘山长堤，共同组
成了一个具有高低两级水库的庞大水
利系统。

赢得考古大咖点赞

“规模宏大。”考古界“超级大
咖”，英国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考古
研究所教授罗森夫人用标准的汉语脱
口而出。她已经到过良渚四次了，良
渚每次都能给她惊喜。

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术
界的广泛认可，中国政府在良渚遗址
遗产保护中的努力和成就得到了与会
国际专家的赞赏。近年来，国内外考
古学界已经逐步统一观点：以良渚古
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已经成为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的有力物证。良渚遗址考
古研究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而且改
写了世界历史。

“良渚文明的规模之大、水利系统
建造速度之快，都要超过玛雅文明。”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莉萨·卢塞洛
说。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考古学家凡
诺·斯卡伯勒表示：“近年来我去了很
多国家，看了许多水利系统的建筑
物，相比之下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更
加完善。良渚古城遗址的研究成果，

不仅使中国水利史向前推进了很多
年，更对认知当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我们撰写的申遗文本从2013年就
在不断地更改，因为考古进展在不断
推进，新发现不断涌现，一而再地将
良渚遗址推向一个新高度。到现在为
止，我们有把握地说，良渚古城遗址
是长江流域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
或者是中国史前城市文明的典范。”中
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原
所长陈同滨说。

将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点赞之余，考古界“大咖”们也
提出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如此伟
大的良渚古城，怎样才能更好地得到
保护？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说，目前正
在筹建良渚遗址国际考古保护中心，

“就在遗址公园内，目前已经进入装修
阶段。”

“我们先后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剑桥大学、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北京大学、河海大学、复旦大学、南
京大学等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著名考古学家、
英国考古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先生，

与浙江省考古所所长刘斌先生合作的
研究论文，将在 《古物》 杂志上发
表。”陈寿田对在座的外籍专家发出邀
约，“杭州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我们非常期待在座的考古学家再到良
渚参与课题研究。”

近 30 年来，余杭区政府投入数十
亿元对良渚遗址进行保护、整治和利
用。良渚遗址已有部分区域出现了水
美草丰、飞鸟聚集的景象。

“遗产保护不仅为了 5000 年的过
去，更是为了孩子们及未来。抱着这
样的初心，未来良渚将建100多平方公
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陈寿田说，
遗址公园将以生态修复为主，修复后
将会还原一片绿洲，其中会有莫角山
宫殿区、反山王陵墓地的展示呈现，
同时尽最大可能恢复当时古城的河
道、湿地、林相等自然风貌。希望良
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新名片，让它
再活5000年。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的冬樱花进入盛放时节。滇池湖畔的红塔
西路两侧600余株冬樱树花团锦簇，花色鲜艳夺目，吸引不少市民和
游客前往观赏。 李 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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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上海举办了一场考古界的“奥斯卡”盛会——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论坛主题是“水与古

代文明”，而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正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在论坛期间受到广泛关注。

30余位考古界大咖专程从上海赶赴杭州，实地考察了良渚古城以及外围水坝。此次考察使“良渚声

音”在世界考古学界得到进一步放大，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国际认

可：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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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樱花绽放昆明街头

最近一段时间，在《西藏日报》《西藏商报》等
媒体上，“中央厨房大幕即将拉开”的整版广告连
续推出，主标题下还有一行副题“2018，西藏日
报带您全媒体看西藏”。对“中央厨房”摸不着头
绪的读者看了副题之后才隐约知道，“中央厨房”
是个比喻，2018年，西藏日报又有重大举措了。

没错，“中央厨房”是个比喻，它出产的是美
味的精神产品。中央厨房是新闻媒体拥抱大数据
时代的产物，它是媒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是
一个媒体的大脑和神经中枢。

通过中央厨房，可以获取海量的信息，世界
和全国的舆情信息，西藏和拉萨的舆情信息；通
过中央厨房，这些海量的舆情信息不是杂乱无章
地而是有序地被分析整理过，清晰地、有重点地
呈现出来。经过媒体最高决策机构研判，给读者
配制出一份营养套餐的菜单；通过中央厨房这套
指挥调度系统，分发到各工作平台，经过精心烹
饪加工，这份菜单就会变成形形色色、色香味俱
全的营养美味食品，呈献给读者和观众。

说了半天，中央厨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现
在你要是来到西藏日报社，在编辑部大楼三楼，

可以看到“西藏日报全媒体调度指挥中心”的标
牌，标牌所指的一间大会议室靠近楼道是全透明
的玻璃幕墙，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到里面像一个

“作战”指挥中心：巨大的会议桌，每一个座位对
应的桌面上是一个隐藏式显示屏，按动微动开
关，显示屏会很有科技感地从桌面升起。在会议
室北面的一面墙上，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屏幕已
经点亮了，各种数据、图表和影像密密麻麻、有
条不紊地呈现出来，看得人眼花缭乱；但这些指
挥员们却心中有数。他们从容不迫地指挥着后排
调度大屏幕信息的参谋人员、技术人员，各地的
舆情信息或以地图形式呈现，发生舆情热点的地
方红灯闪烁，点开这个热点，也许是一条文字的
电稿，也许是一段新闻视频。就西藏日报而言，
各记者站的信息，全区各市地、各厅局的信息，
甚至区内外网络上关于西藏的信息，通过科学的
算法，经过收集、整理、分析，系统地呈现在中
央厨房的大屏幕和指战员的小屏幕上；经过媒体
最高指挥机构讨论、研判，形成一个报道方案，
指挥各工作平台，完成报道任务。

中央厨房广告上还说：“2018，西藏日报带您

全媒体看西藏”，“全媒体”这也是中央厨房的一
个特质。中央厨房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产物。中央
厨房整合了传统媒体报纸、网站和以移动终端为
载体的新兴媒体的力量，中央厨房出产的产品呈
现出多平台传播；文字、音视频以及动漫、H5、
VR、AR 等多种形式呈现。你到西藏日报社二楼
的新媒体中心和音视频演播室，在它的产品展示
区，就可以看到中央厨房丰富的产品，大屏幕上
播放的可能是今天录制的早间新闻，其他屏幕上
有宣传“四讲四爱”的动漫产品、展现玉麦边境
小城镇建设的纪录片、为林芝桃花节制作的VR视
频等。《西藏日报》已经不是一张报纸了，它即将
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全媒体集群。

中央厨房融媒体项目的建设是西藏日报高原
报人高远抱负的体现。他们没有等靠要，而是发
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省级党报中脱颖而出，
较早地建成中央厨房媒体融合项目。中央厨房的
建成，必将带动西藏日报社体制机制的变革；高
原报人也将抱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信念，积
极地投身到这场大数据时代革命性的变革中去。

（据《西藏日报》）

1 月 9 日，江苏大
学志愿者走进镇江市金
山街道太古山社区，利
用所学专长为中老年居
民讲解冬季进补的中药
材配置方法，指导居民
冲泡养生茶、制作中药
香囊。图为志愿者在为
居民讲解冬季养生茶的
功能与冲泡方法。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