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教文体 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黄儒青
电话:(0591)87095903 8

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资讯

本报社址:福州市华林路84号 电话查询:(0591)87095114 总编室传真:(0591)87853264 邮政编码:350003 零售报价:周一至周五每份1.50元(双休日每份1.20元) 印刷:福建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金榕北路52号 电话:28055815 传真:28055890 昨日本报开印2时00分 印完5时30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于 7
月至 12月，通过开放未就业毕业生求职登
记、完善实名帮扶、推动公共部门岗位加
快落地等 9 方面措施，对 2022 届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和 35 岁以下失业青年集中开展
服务攻坚行动。

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将
其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全国高
校毕业生为历年来最多，达 1076 万人。按

照中央部署，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相继出
台一系列稳就业举措，有关部门专门出台
了工作方案和多项政策，支持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

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阶
段，相关部门提出，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抓紧部署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招聘并指导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落实部
分教师资格“先上岗、再考证”，组织实施

困难毕业生就业结对帮扶，加大人力资源
市场秩序清理整顿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举措，各地相关部门应抓紧落实，多方协
同、多措并举，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造更
好的社会环境。

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积极行动，有的为
求职毕业生提供住宿、交通便利，不少省份
重启各种延期的就业招考，还有的地方归
集发布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基层就业岗

位。这些举措的积极效果正在显现。
针对当前毕业生求职中遇到的一些

难点问题，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工作
机制，创新工作方式，努力开拓更多市场
化就业渠道，挖掘政策性岗位潜力，加快
各类招考工作进度，支持创新创业带动就
业。要千方百计为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毕
业生和失业青年提供针对性服务，确保工
作不断档、服务不断线。 据新华社电

落实落细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 （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陈盼兰） 24 日 ，“ 卢 浮 宫 铜 版
画——李可染李庚父子藏品展”在福清市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共展
出 130 幅卢浮宫铜版画，包括《蒙娜丽莎肖像》《静默的圣母》《多米尼加
圣皮埃尔殉难者》等世界名作，展览将持续到 8月 14日。

铜版画起源于 14世纪中叶的欧洲，至今有 600年的历史。它类似于
我国古代的碑拓术或雕版印刷术，即在已经制作完成的铜版上附上纸，
用墨等手段使其显现出层次分明的线条。比如，《蒙娜丽莎肖像》铜版画
去掉了原作的色彩和块面，制作成只有黑、白、灰三色和线条关系的铜
版画作品。

卢浮宫博物馆于 1797 年建立了国家铜板雕刻收藏馆。卢浮宫铜版
画记录了几百年前欧洲大陆的社情民意、民风、民俗。此次展出的卢浮
宫铜版画，不乏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及提香、圭多·雷尼等大
师的作品，全部来源于李可染及李庚父子的藏品。

李可染先生是中国近代杰出画家，师承齐白石、黄宾虹，非常关注
版画艺术，收藏了版画精品及有关版画的各种书籍。李庚先生自幼随父
亲习画，后拜黄胄、黄苗子、黄永玉等艺术大家为师，对日本以及西域绘
画、铜版画等进行过深入研究。

“画展就像是一本打开的书。这次的画展也是一个可以用眼睛看
的、浓缩的欧洲古典美术史。”李庚说。

本次展览搭建了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教育部高等学校美
术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罗礼平教授表示，福建有悠久的版画历史，南宋时福建建阳是全国三大
刻书中心之一，清初福建画家上官周精科刊行的《晚笑堂画传》120 幅
版画人物，广泛流传海内外。1941 年，留法艺术家谢投八先生创办省立
福建师专艺术科（福建师大美术学院前身），将法国的艺术在福建发扬
光大。因此，福清举办卢浮宫版画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像是一条穿越时
空的纽带，把福建的文化瑰宝与欧洲的古典艺术连接起来。

题图：学生们参观展览。 周徵 王鸿鹏 摄

卢浮宫铜版画展福清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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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哲昊 通讯员 孙梦玲） 25 日—26 日，2022 年福
建省棒垒球冠军赛在平潭垒球馆举办。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大学组和社会组，共吸引平潭棒垒球协会队、
平潭两岸红垒球队、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福建师大挖掘者
女子棒垒球队等 10支球队、180名运动员参赛。

经过两日激烈的角逐，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福建农林
大学棒垒球队、福建师大挖掘者女子棒垒球队分获大学组前三名；信德
娱乐城AIMS棒垒球队、平潭棒垒球协会队、Blink棒垒球队分列社会组
前三名。

近年来，平潭综合实验区立足于对台区位优势，吸引两岸棒垒球人
才前来发展棒垒球运动，大力推进棒垒球运动事业发展。“目前，平潭正
积极推动国际棒垒球基地规划建设，我们希望通过举办一系列精品赛
事，将平潭打造成两岸棒垒球融合发展的示范区。”福建省棒垒球协会
常务副会长任智云说。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
与文化体育局、福建省棒垒球协会承办。

省棒垒球冠军赛在平潭举办

26日，为期两天的 2022年全国铁人
三项冠军杯赛暨U系列冠军杯赛在江苏
连云港落下帷幕。在优秀组混合团体接
力赛中，由谢文磊、林子怡（女）、陈荣恒、
陈怡轩（女）等 4 名队员组成的福建队，
以1小时34分3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这枚金牌也是福建铁人三项队自
2019 年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性专业赛
事中登上最高领奖台。

本次比赛包括冠军杯赛与 U 系列
冠军杯赛，冠军杯包括优秀组和混合接
力比赛；U 系列冠军杯赛根据不同的年
龄 组 别 ，设 置 了 U19、U17、U15、U13、
U13游跑两项、混合接力等比赛组别。

由于是 2022 年度首场铁人三项比
赛，全国最有竞争力的队伍和选手悉数
到场。这其中，山东队、豫黑川联队、川
鄂云冀联队无疑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然

而笑到最后的却是平均年龄不到 17 岁
的福建队。

根据比赛规则，参赛的每棒选手都
需完成游泳 0.3 公里、自行车 6.57 公里
以及跑步 2 公里。比赛一开始，第一棒、
15 岁的谢文磊就一马当先，在游泳、自
行车和跑步中全程领先。福建队和山东
队在第二棒的较量中，交替领先。山东
队在第三棒中逐渐拉开距离，并取得领
先位置。

第四棒出发时，山东队与福建队
已经拉开将近 1 分钟的时差，而豫黑川
联队在自行车赛段将福建队挤到了第
三位。在最后 2 公里的跑步赛段，豫黑
川联队选手、女子优秀组奥运标准距
离个人冠军林鑫瑜超越山东队，取得
领先位置。17 岁的福建小将陈怡轩则
紧随其后超过山东队，并在最后 150 米

的上坡冲刺路段中实现逆转，帮助福
建队夺得冠军。

赛后，陈怡轩表示，接力比赛节奏
更快，更具有挑战性。团队就是抱着冲
击冠军的目标来的。其他队的成员年龄
比较大，身体优势明显，所以我们每一
棒选手都拼尽全力。

在去年的陕西全运会上，这支成立
于 2019 年的年轻队伍就曾收获一枚银
牌，如今再次实现逆袭。对于这枚金牌，
福建队主教练 Mark 表示，成绩让人很
激动，毕竟这是福建铁三的又一个历史
性突破，但是也在预料之中，“对于福建
队来说，肯定要去拼，但是并不是一点
机会都没有”。

除了优秀组混合团体接力赛冠军
之外，福建队还在 U 系列各项目比赛中
获得 7金 5银 2铜，再一次证明了这支年

轻队伍的实力。
在混合团体赛中实现逆转的陈怡

轩也参加了 U19 的比赛，并且夺得该组
别冠军。期待未来能够代表国家队参赛
的陈怡轩表示，自己的成长、进步离不
开严格、务实、上进的团队氛围，离不开
教练员团队的辛苦付出，“正是他们的
努力付出，影响带动着每一个运动员”。

在 Mark 的印象中，从去年全运会
结束之后，队伍就开始马不停蹄地集
训，最长的假期只有春节期间的三天，

“所有的训练都不见得是立竿见影的，
但是肯定是着眼于长远，扎扎实实能够
提高队员能力和实力的训练”。

在结束了本次比赛之后，福建队将
回到龙岩。“扎扎实实继续去提高这些
队员的能力，让他们有一个更好、更长
远的发展。”Mark说。

全国铁人三项优秀组混合团体接力赛落幕

夺冠的福建队，平均年龄不到17岁
□本报记者 肖榕

近日，为备战 2023年U20女足亚洲
杯预选赛，中国足球协会组织 U20 国家
女足集训队 2022年度第三期集训，来自
泉州的南安足球俱乐部球员陈露莎、吴
丹丹、陈日晨成功入选了集训名单。

集训结束后，3名球员将返回福建，
并随南安足球俱乐部泉工女子足球队
参加 2022年全国女子足球乙级联赛。今
年 2 月，南安足协承接福建女足队来南
安驻训，并以该支队伍为班底组建了我
省第一支职业女足俱乐部——南安足
球俱乐部泉工女子足球队，实现南安职
业足球队“零”的突破。

3名来自南安足球俱乐部的姑娘成
为 U20 国家女足集训队成员，对于南安

这样一个县级市来说，并不容易。事实
上，在当下的南安，足球这项体育，可谓
是蔚然成风。

来到南安，你会发现，在市区或是
乡镇的中小学中，踢足球是一件很流
行、很风尚的事情。

近年来，南安十分注重在校园狠抓
足球的普及和推广，目前，该市拥有 53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10
所“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在泉州各县
级市首屈一指，南安也因此获评“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这些遍布城乡的
足球学校，极大地普及了足球这项运动，
一大批少年儿童因此爱上足球这项运
动，并带动了一大批学生家长参与进来，

从而壮大了当地足球运动的基础。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南安市开展校

园足球活动的学校已达 139所，成立 200
多支校园足球队。全市共有 53所全国校
园足球特色校、7 所全国足球特色幼儿
园，数量位居全省县域首位。如今，在南
安，平均每万人拥有足球场地达到1.3块。

政府投入增加，是南安足球发展的
重要动力之一。2019年，南安入选全国社
会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首批重点推进城
市，22个场地项目获中央财政补助 2000
万元，在此基础上，南安市本级政府筹措
专项资金 1200多万元，又积极争取社会
热心资金 2800 多万元。这些资金，全方
位地支持了南安足球事业的强劲发展。

此外，南安先后成立了足球改革发
展和校园足球两个领导小组，已连续举
办 10 届全市中小学足球赛、9 届小学生
春季足球联赛，参与学校 150多所，顺利
打通小学、初中、高中三级校园联赛。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南安市探
索出了一条独具侨乡特色的人民大众
足球发展之路。足球事业不断发展，带
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南安不断向上输送
精英，共有 7 名女足队员、4 名男足队员
入选省集训队。田健、黄吉良入选福建
男足队，参加中国足协杯 U15 赛获第五
名，田健还获“最有价值球员”称号；万
苏静、张会入选福建 U15 女足队，参加
全国青超赛总决赛夺得亚军。

南安足球缘何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何金 通讯员 陈鑫炜 黄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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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郑州6月26日电 围沟圈起数百
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宏大的祭祀遗存“墠”位居
其间，人牲、牺牲、礼器等被分门别类置于台
上……在 25 日召开的“2022 夏文化论坛”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介绍了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揭露出
大型祭祀遗迹的全貌，让夏代早期的祭祀情景
重现天日。

“瓦店遗址大型祭祀建筑的使用年代为公
元前 2000年前后，当时正值早期国家形成与发
展的关键时期，其发现表明在夏代早期，瓦店
都邑很可能是环嵩山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
心之一。”方燕明说。

据了解，此次揭露出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位于瓦店遗址西北部台地上，南北长约 31 米，
东西宽约 26 米，平面呈回字形，面积约 800 平
方米。在该建筑的四周，发现数条与之相关的
围沟。

在夯土建筑基址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内
容丰富的遗存，专家推测，这些均与大型建筑
上的活动有关，包括：与燎祭有关的红烧土面、
红烧土坑，与瘗埋有关的五谷坑、重要遗物坑，
与祭祀活动相关的人牲（人骨坑）、牺牲（动物
坑），与摆放祭品有关的黄土墩，与祭亭类设施
有关的柱洞等。

“综观最新的考古材料与学界既有研究，我
们认为此次揭露出的大型建筑，是祭祀建筑中
平整地表后形成的‘除地曰墠’之墠，祭祀对象
可能是地祇、百物神或祖先神等。”方燕明说。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多处螺蚌堆积。经分析，
这些螺类采集于秋季的可能性大，可能是一次
或多次宴飨后的残余，这些宴飨行为很可能与
祭祀活动有关。方燕明表示，由此分析，夏代早
期瓦店人的祭祀活动一般在秋季举行，也有春
季祭祀。部分参与祭祀活动的人可以参与宴飨。

“瓦店遗址祭祀场景的重建，是当时‘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的具体体现，对于研究龙山文
化时期的祭祀活动具有重要价值。”方燕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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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6月26日电 继在秦始皇帝陵
“百戏俑坑”出土的“仰卧俑”上发现多枚指纹后，
指纹学专家近期又对这些指纹进行了比对，发现
这件陶俑的制作工匠应为青少年。

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周萍介绍，修复
人员在对“仰卧俑”进行保护修复时，在其腹部表
面彩绘之上发现三枚连续的指纹痕迹。专业鉴定
机构的指纹学专家对三枚指纹进行了数据采集和
专业分析，经比对这三枚指纹与青少年指纹特征
高度相似，可知制作这尊陶俑的工匠应为青少年。

此外，在“百戏俑坑”发现的这些陶俑衣服上
有大量彩绘，研究人员采集了大量纹饰信息，对彩
绘颜料进行分析检测，构建了百戏俑纹饰信息数
据库，并结合文献资料，复原百戏俑服饰。周萍表
示，以百戏俑为实物资料，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开
展秦代百戏乐舞研究，逐步构建秦时期的百戏乐
舞体系。

“仰卧俑”出土于秦始皇帝陵K9901陪葬坑，这
座陪葬坑因出土了几十件姿态为百戏表演的陶
俑，而被称为“百戏俑坑”。

研究表明

秦始皇帝陵“仰卧俑”制作者为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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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迹中宴飨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迹中宴飨
残留的螺蚌残留的螺蚌（（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新华社

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迹中瓦店遗址大型祭祀遗迹中
的牺牲的牺牲（（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郭斌） 为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助力我省文旅
经济做大做强做优，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推出 10 条“福建非遗主题旅
游”经典线路。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目前共有 8 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名册）。省文旅厅引导鼓励各地充分利用丰富的
非遗资源，加强与非遗传承群体、旅游企业等合作，共同设计、运营非遗
主题旅游线路，通过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的展示、推介，不断提高非遗传
承实践水平，同时为旅游业注入更加优质、更富吸引力的文化内容，并
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独特传播优势，为我省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注入新
的更大的内生动力。

这 10 条非遗主题旅游经典线路分别是：福州·古厝非遗纳福之旅，
厦门·多元文化知福之旅，漳州·古城文化探福之旅，泉州·非遗传承聚
福之旅，三明·闽味小吃品福之旅，莆田·妈祖朝圣祈福之旅，南平·朱子
文化传福之旅，龙岩·永定土楼集福之旅，宁德·畲乡非遗亲福之旅，平
潭·海洋文化寻福之旅。

我省推出10条
“福建非遗主题旅游”经典线路

26 日，在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 举 行 的 2022
年世界游泳锦标
赛跳水项目女子
十米台预赛中，
中 国 选 手 陈 芋
汐、全红婵晋级
半决赛。图为全
红婵在比赛中。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