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城市之美，在于发现。
7月7日，本报新媒体头条推送了一

篇精心策划的重磅报道 《这才是，焦作
十二时辰》，运用文字和照片，将十二时
辰里的焦作城市之美尽情展示，引发众
多网友点赞。

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美丽之城？可能未
必有标准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城市的美
应该是多元的，城市规划设计美、城市基础
设施美、城市建筑美、城市自然环境美、城
市文明美、城市公众口碑美是重要方面。

近日，热门电视剧 《长安十二时
辰》 热播，唐朝时期的长安城之美在十
二时辰里被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看到
长安的古典之美，本报新媒体小编坐不
住了：“展示焦作的现代之美，激发市民
对焦作的爱，我们义不容辞。”于是，在

《长安十二时辰》的启发下，小编决定模
仿《长安十二时辰》，分时辰展现焦作城
市之美。

把古老的十二时辰映射于眼下的焦
作，我们能感知到无数的变与不变。

在黑夜和白日交替的寅时，焦作城区
的多数地方是静谧的，包括南边那条流淌
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黄河，北边巍峨、雄伟
的太行山。

在太阳冉冉初生的卯时，早起忙碌
的人已经上路，新的一天开始了。

阳光下，市太极体育中心、龙源湖
公园、电视台发射塔、山阳故城，在不
同的时辰有着不同的美。

夜焦作，更精彩。街头巷尾，上演
着焦作人赴约饕餮之宴的剧情。

大杨树商业街、小蜗牛夜市、摩登
街……到处是美食和舌尖碰撞出的无限
激情。

街头的车水马龙、市太极体育中心

里的“韵动时刻”、公园里的休闲之乐、
山阳故城的历尽沧桑……一张张展现焦
作城市之美的照片连接起来，就像一部
精彩的城市纪录片，定格下不同时辰的
惊艳。

看过这部特殊的“城市纪录片”，无
数网友为焦作的美惊叹：原来它有这么
丰富的美，需要我们挖掘！

“大美焦作，真神奇！”网友“捉豹
女侠”看后感叹。

“非常赞的创意！”网友“燕子”从
中看到了背后小编金点子的可贵。

“生活在小城焦作，真安逸！”网友
“已逝隆冬”感受到了焦作生活的美好，
点赞它的幸福指数。

看到网友热情洋溢的点赞，本报新媒
体小编的心醉了。“为焦作代言，传播焦作
好声音，讲述焦作好故事，凝聚焦作正能
量，树立焦作好形象，我们永远在路上！”
这是本报新媒体小编共同的心声。

《焦作十二时辰》：大美焦作“城市纪录片”

本报讯（记者李学杰）为
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增强公
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人行焦作
市中心支行7月11日起通过焦
作日报新媒体平台开展普及金
融知识微信答题抽红包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共5期，每
期一个主题，每期6道题，全部
答对者可参与抽红包活动。

内容各不同。此次活动每
期内容不同，涉及“个人信息保
护”“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征
信体系建设”“征信典型案例”

“金融消费者权益”等。
答题有攻略。题目答不上来

怎么办？不用怕，此次答题活动，
当期问题全在主题推文中，只要
认真阅读，100分到手不难。

抽奖拼手气。此次活动在
全国范围内展开，活动期间每
天投放手气红包。满分答题者
可参与抽红包活动，答题次数
不限，但只有一次中奖机会。

读者可关注焦作日报微信
公众平台或用手机扫二维码参
与活动。

普及金融知识微信答题
抽红包活动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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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地区政务微信排行榜
（2019年7月1日至7月7日）

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昨
日，本报新媒体中心公布了上
周最受关注的微新闻。

本报新浪官方微博最受关
注 的 微 新 闻 为 《如 何 早 日 将

“矿山”变“青山”，还市民赏
心悦目的绿水青山？徐衣显在
这 里 检 查 指 导 时 强 调 ……》

《震撼上演，话剧〈红领巾〉登
上焦作“周末大舞台”，之后还
有……》《走进温县，产业集聚
跃迁之路》《徐衣显在调研夏粮
收购和大清查工作时强调：让
国家粮袋子“满起来”，让农民
钱袋子“鼓起来”》《王小平率
团赴巴西阿根廷智利，考察推
介成果丰硕！》。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最受关
注的微新闻为 《最新公布！焦
作住房公积金发钱了，这笔钱
已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五种方
式可查询……》《重要通知！单
向通行、限时停车，即日起，
在焦作这些区域违反规定将被
依法处罚！》《刚刚！焦作义务
教育招生工作意见出炉！各学
校如何招生？农民工、征迁户
子女等怎样就学……》《2019年
焦作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
事迹新鲜出炉！快来为他们打
call！》《重磅！焦作市中小学校
幼 儿 园 规 划 建 设 条 例 全 文 出
炉！这些内容关系到每一个家
庭！》。

上周本报最受关注的微新闻公布

微榜单 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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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原文钊） 今年
七一前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焦作市纪念建党98周年表彰
晚会隆重举行，并为“十佳先进
基层党组织”“十佳优秀共产党
员”颁奖。为充分发挥党内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焦作先锋
微信公众号开设 《出彩路上勇当
先锋表率》 专栏，陆续推送获奖
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事迹，引导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
进为榜样，牢记使命、担当作
为，凝聚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示范城市，打造“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的强大力量。

宣传报道党的各项工作是焦
作先锋微信公众号的主要任务。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由市委组织部主办、焦作日
报社提供新闻管家式服务的焦作
先锋微信公众号充分发挥优势，
为我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搭建
起党建先进经验交流和宣传教育
的新平台。同时，不断完善各项
功能，丰富网友阅读体验，力求
将其打造成一个集思想性、可读
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服务平台。

焦作先锋微信公众号旨在交
流党建经验、助力转型攻坚、展
示先锋形象、服务组织建设，通
过设置《党建时讯》《先锋故事》
等栏目，传播党建时讯，讲述先
锋 故 事 ， 并 且 实 现 了 与 各 县
（市）区新媒体平台互联互通。

连日来，焦作先锋微信公众
号还连续以 《七一前夕，为啥这

么多党员干部聚集到沁阳这个乡
镇……》《祖孙三代同过“政治生
日”，博爱县这家人的“生日聚
会”不一般……》 等为题，推送
了大量来自我市基层的鲜活党建
工作动态，引起了我市广大党员
干部的高度关注。

焦作先锋微信公众号打造党建先进经验交流新平台

扫二维码 抽红包扫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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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肖世尧

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之
际，国务院新闻办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表
示，目前武汉市相关场馆建设已全面完
工，保障工作不断完善，赛事组织筹备工
作全力冲刺；我军体育健儿正厉兵秣马，
以打硬仗、争一流的劲头备战赛事。

新闻发布会上，军运会执委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运会执
委会办公室主任郭建中，军运会执委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武汉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亚波介绍了军运
会筹办工作进展等情况。

赛事筹办突出节俭、惠民理念

“目前，35 个军运会场馆已经全部完
成建设和维修改造工作，具备办赛条件。”
胡亚波介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全部场馆设施建设改造仅用27个月完
成，被国际军体理事会誉为“中国速度”。

此外，军运会运动员村公寓住房、餐厅也
全部完工，98 家军运会接待酒店服务保
障准备就绪，3 万余名赛会志愿者和 21
万名城市志愿者招募完成，培训工作正
在进行。

胡亚波介绍，赛事筹办充分突出了节
俭办赛和惠民理念，35个场馆中有17个是
利用现有场馆设施维修改造的，并在建设
改造之初就充分考虑了赛后利用问题。赛
后，这些场馆一方面可以继续承担高规格
的国际体育赛事；另一方面，部分场馆将
向全体市民开放，部分位于地方院校、军
事院校内的场馆可用于服务学生的竞技运
动和体育训练，保障军事训练和军事科研
等。“新建的军运会媒体中心在赛后将会改
造成室内滑冰场，弥补武汉市过去室内冰
上运动场不足的问题。”胡亚波说。

在门票销售上，军运会将通过官方网
站订票、指定代售网点售票和现场售票等
形式，向全社会“开门售票”。门票价格分
为 9 档，从 10 元至 200 元不等，平均票价
为50元，低于80元的占90%，充分体现了

惠民原则。

特色竞赛项目军味浓 测试赛
顺利推进

“截至目前，已有 105 个国家报名参
赛，包括世界主要军事体育强国，正式报
名人数上万人，最后一次报名工作正在组
织进行中。”郭建中说。

军运会区别于其他大型赛事的最大特
点就是军事项目，如军事五项、海军五
项、空军五项等竞赛，是军运会独有的。
这些项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军事
训练的水平，因此国际军体理事会和百余
个成员国都十分关注。

“各单位领导机关和武汉市都高度重
视，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目前筹备工
作进展顺利。”郭建中说。

目前，38 场军运会测试赛正顺利推
进，男子篮球、摔跤等18场测试赛已经完
成。“通过测试赛，可以进一步暴露发现办
赛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实现办赛水平一流
的目标。”郭建中说。

我军军体健儿改革后首次亮相
军运会

在前６届军运会上，我军代表队获得
了金牌总数 4 次第二名、2 次第三名的成
绩。第７届军运会是军队调整改革后，我
军专业体育运动队首次参赛。100 天后，
他们将参加这次军运会除高尔夫球之外的
26个大项比赛。

“新一轮军队改革整合全军专业体育力
量资源，把全军20多支专业体育队伍集中
到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训练中心
之下，并增设了海军五项、空军五项、定
向越野等项目，使军事体育队伍进一步向
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聚焦。”郭建中说，当
前，我军体育健儿正以打硬仗、争一流的
劲头备战赛事。

郭建中还介绍，作为军运会的“开场
锣”，火炬传递将于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诞生地——江西南昌采集火种，并在
全国27个城市和16个部队站点接力传递。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第７届世界军运会倒计时100天
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

新华社巴库7月9日电（记
者李铭） 第 43 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
遗产大会）主席加拉耶夫9日代
表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下一届
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年由中国福
建省福州市承办。

在随后的会议上，世界遗产
委员会各委员国一致推选中国教
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担任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

田学军在当选后的致辞中
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遗产保护
传承工作，是《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的积极践行者、
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参与者
和世界遗产全球治理的坚定推动
者。此次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
定在中国福州举办第 44 届世界

遗产大会是对中国遗产保护工作
的充分肯定。中方将努力办好这
次会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
的贡献。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6月30日
在阿塞拜疆巴库开幕，将于7月
10 日闭幕。在本届大会上，中
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
期）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
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大会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例会，每
年召开一次。中国自 1985 年加
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以来，已成为全球世界遗产
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
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 55
处，位居世界第一。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将于2020年在中国福州举行

据新华社天津7月9日电
（记者张泽伟） 2019 年中国大
学生健美健身锦标赛暨亚洲健
美健身锦标赛青年组选拔赛 9
日在天津拉开帷幕，来自全国
百余所高校的近 500 名运动员
参赛。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将决
出男子古典健美、男子传统健
美、男子健体、女子比基尼健
身、女子形体、女子健身模特

等 8 个大项的冠、亚、季军，
成绩优异者将被选送参加2019
年亚洲健美健身锦标赛。

中国健美协会常务副主席
兼秘书长古桥说，随着国家政
策的支持和全民健身意识的
增强，健美健身赛事不断深
入大学校园，走向大学生，在
传播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
中国健美健身事业培养出更多
新生力量。

2019年中国大学生
健美健身锦标赛在津开赛

据新华社青岛7月9日电
（记 者苏万明） 2019 伊 卡 洛
斯·中国青岛国际飞行节主办
方 9 日宣布，这一久负盛名的
国际自由飞行大会将于8月1日
至4日举行。

据介绍，2019伊卡洛斯·
中国青岛国际飞行节将有14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名飞行员
参加。飞行节将保留原汁原味
的常态化内容——飞行表演、
飞行器展览展示、飞行互动体

验、伊卡洛斯电影节及音乐表
演。届时观众将可欣赏翼装飞
行、化装飞行、热气球、人鸟
木偶等表演，同时飞行节还针
对现阶段中国国内航空文化需
求，举办青少年航空科普教
育、儿童飞行赛、青少年航天
体育飞行体验等活动。

1974年伊卡洛斯国际飞行
节在法国圣伊莱尔小镇诞生，
已举办45届，目前已发展成为
世界知名的自由飞行大会。

2019伊卡洛斯国际飞行节
将于8月在青岛举办

■文体速递

7月9日，孙子玥在比赛中回球。当日，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举行的2019ITF世界女子网球巡回赛
（乌兰察布站） 女单资格赛第二轮中国选手孙子玥与另一名中国选手任嘉琪的比赛中，任嘉琪因伤退
赛，孙子玥晋级女单正赛。 彭 源 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史竞男） 新版“外国文
学名著丛书”日前在京首发。
该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
人》《格列佛游记》《堂吉诃
德》《浮士德》等100种世界文
学名著，将于年内陆续与读者
见面。

据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1951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
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
品的重任。上世纪 50 年代末，
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
夫等30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
组成编委会，负责编选三套丛

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
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
书”。1978年，“外国古典文学
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
名著丛书”。这是新中国第一
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
型丛书，也是外国文学名著翻
译的奠基性工程。

据悉，此次新版图书中嵌
入 AR 技术，将名家大师的文
学课藏在书里，让读者享受全
新阅读体验。还将集中推出 5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
系列，包括萨特文集、大江健
三郎文集、库切文集等。

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京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