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河南卫视， 不是湖南卫视。
没人想到，河南卫视能在端午节假
期火出圈。“河南卫视， 真的杀疯
了！”借着网友们的高度赞赏，河南
卫视与古代美学的话题很快登上
热搜。

继春晚靠着《唐宫夜宴》强势
出圈， 元宵晚会仅凭6个节目便打
卡了河南各处文化地标惊艳众人
后，河南卫视的端午晚会依旧创意
十足，再次成功刷新了大家对传统
文化和美的认知。

以四位唐小妹的视角，通过平
行交错的故事线，讲述《唐宫夜宴》
前传故事，《端午奇妙游》 美轮美
奂。最受好评的开场节目《洛神水
赋》把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的舞姿，通过水下舞蹈的形式呈现
出来。

既有故事性，又有观赏性。节目
主创对古代文化的用心， 观众们一
一get到了。文化营销不易，精准、有
效，不失美感，不乏趣味尤其不易。

天下苦流量久矣。 习惯了芒
果、番茄、蓝莓收视大战，习惯了明
星脸、综艺番不断，河南卫视挖掘
传统文化魅力，借国风走红，收获
好评无数。

很长时间以来， 在层出不穷的
网络节目围猎之下， 晚会生态早就
淡出了不少人的视线。 因为这些晚
会喜欢说教，又不讲究方法，也因为
它们本身的内容缺乏新鲜感与趣味
感，早就对不上现代人的口味。

与其说让晚会重生，不如说让
内容重生，也让文化重生。凝聚更

多的文化自信，需要更多发现美的
眼睛， 需要更多有心而为的营销。
美丽如洛神一般，这些历史文化的
惊人一刹， 躺在时间的长河里，原
来可以不被遗忘，原来可以如此散
发光芒。

没有流量明星，却创造了巨大流
量。没有惊人的烧钱，却展现了惊人的
舞台效果， 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却
创造了人人奔走相告的好口碑。

互联网思维和中国风元素，运
用科技创新的手段增加优秀文化
的时尚表达和记录传承，无论是李
子柒的大火， 还是河南卫视的出
圈，都在印证一条“苦流量，何不借
流量”的简单道理。

无论是“竦轻躯以鹤立，若将
飞而未翔”，又或是稻田里抛秧，竹
林里挖笋，荷塘里采莲，以全新的
艺术形式，为观众挖掘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 进一步带动文化寻根热
潮，都为新时代释放文化自信和发
掘文化魅力找到了新的出口。

伟大而美好， 温暖而亲近，通
过网络传播， 汲取全球的流量供
养， 从而最大化了文化的价值。让
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故事，被今天的
人所知所识，本就是一种美，本就
是流量的源头。

在庸常的生活中，回顾历史长
河里耀眼的火花，展现世俗生活里
悲欢离合应该有的样子，为那些美
好的情感和趣味而由衷地共鸣。

人间至美不过如此，难怪大家开
始期待河南卫视的七夕晚会。 这，或
许是观众们对这场晚会最好的褒奖。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河南很“中”：
苦流量，何不借流量

陶凤

两地调整为中风险 广州中考延期

北京累计受理470万人次申办“老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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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爆炸痛定思痛：老旧小区安全引关注

追责：国务院挂牌督办

6月13日6时40分许，十堰市张湾区艳湖

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截至6月14

日晚，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目前现场搜救

仍在继续。

回想爆炸时的场景，该集贸市场周边一

家膏药铺老板对北京商报记者形容道：“我们

的店铺门面玻璃都被炸碎了，我住在店铺后

面，爆炸时出去看了，炸得挺严重的。”

据“十堰发布”官方微博通报，爆炸现场

为张湾区艳湖社区菜市场，为上世纪90年代

初建造的二层楼建筑物，一楼归属润联物业，

二楼属艳湖社区管理。其中一楼有19间药店、

早餐店等店铺，二楼是活动室无人居住，马路

对面是46间便民摊位。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消息，卫健委已派出6

人紧急医疗救援专家组奔赴湖北十堰。至于

燃气爆炸的具体原因，目前官方调查结果仍

未发布。

6月14日，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湖北十堰

燃气爆炸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会议强调

要深刻汲取湖北十堰燃气爆炸事故教训，举

一反三，深化各地区、各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

查治理，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坚

决遏制各类事故多发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并要求做细做实搜救工作，

切实做好伤员救治，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彻

查事故过程和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此外，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紧紧抓住

化学品储罐、大型综合体、化工园区、人口密

集区燃气和油气管道和各类矿山企业等可能

造成重大伤亡的重点单位场所，严看死守严

防重特大事故。对燃气铺设管理混乱、异地搬

迁入住高楼消防隐患、化学储能电站建设无

序、农用车违规载人等严重冲击人民群众安

全底线的问题，抓紧采取治理措施。

整治：燃气行业大排查

目前事故原因仍无定论，那么，哪些可能

因素会导致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呢？厦门大学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可能有多种原因存在。“燃气爆炸可

能与城市扩张有关，我们的基础设施，所有燃

气都是从城市底下走的。以前布线的时候按

道理燃气要尽可能远离居民区，如果在居民

区，对布线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但由于城

市扩张，以前不是小区的地方可能变成了小

区，当初的管道要改可能比较难。但新的管道

也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这要等调查结果出

来才能确定。”

“如何通过改造让管道变得更安全，是关

键的事情，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基础设施、设备

更新升级是很重要的。”林伯强表示，“此外，设

备问题、人为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燃气爆炸。”

今年6月是第20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燃

气爆炸事故的发生也掀起了一场安全隐患整

治的浪潮。6月13日事故当天，湖北省发布《关

于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进行

了部署。

《通知》要求，迅速在全省开展天然气管

道（高压管网）、城市燃气管网、液化气罐（罐、

储、运、用）等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根除隐

患，确保安全。严查不按规定实施气瓶实名制

管理的行为，加强餐饮店等燃气使用场所燃

气用具、连接软管、减压阀和燃气泄漏报警装

置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大力整治瓶装液化

气非法储存、运输、充装和倒装等行为，以及

擅自拆除、改装、迁移、暗埋燃气设施和用具

等问题。

此外，针对管道存在的隐患，还要求组织

开展油气长输管道占压、交叉穿越、间距不足

等隐患排查，强化隐患整改督办。加强管道高

后果区特别是人员密集型高后果区风险管

控。加强管道巡线巡查和周边第三方施工现

场管控，严防违法违规施工危害管道安全。开

展管道周边滑坡、泥石流、坍陷等地质灾害排

查治理，落实地质灾害防范措施。

防患：重点关注老旧小区

除了重点行业里的安全生产排查整治之

外，消防问题防患于未“燃”，还要重点关注老

旧小区等重要场所。

在6月13日晚紧急召开的湖北全省安全

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上，湖北省委书记应

勇强调，要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整治，聚焦天然气输送及使用、矿山、电力、

化工、交通等重点领域和老旧小区、集贸市

场、旅游景点等重点场所，彻底排查消除风

险隐患。

“在城市建设更新中，既要注重规划管

理，也要强化建筑规范，严格落实建筑物安

全、质量等方面要求。”应勇表示。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需要对住房等涉及到的公

共安全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尤其是燃气管道

等内容，若处理不好，就容易形成各类新问

题，可能会影响整个城市的运营。而对于燃气

管道的问题，后续也要求老旧小区等加大检

查和管理，防范风险。

据报道，武汉市房管局将对全市房屋安

全隐患、物业小区消防隐患、出租屋（包括长

租公寓）消防隐患、公租房消防隐患、历史建

筑火灾隐患等开展排查，重点对在册危房和

老旧房屋开展全面排查。

此外，加强公众教育也是安全的重中之

重。武汉还将重点加强大型商业用气场所用

户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小型餐饮用户的安检宣

传。天然气企业要对用户阀门、管道、仪表等

进行检测维修，帮助用户消除安全隐患，提高

用户安全用气意识。

“中国的安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但不

等于不出现问题。政府要对公司的安全门槛

进行审查，进行严格整顿，在居民区底下走的

管线要改造得更加安全。此外，在消费端的燃

气教育也很重要，燃气忘了关、设备老化、操

作失当等都会产生隐患，对公众要加强燃气

安全教育，燃气供应商、社区进行安全宣传，

说明它的利害。”林伯强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杨卉）在日前召
开的“北京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

列新闻发布会之社会民生建设专场上，北京市

委社会工委委员、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李红兵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受理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即 “老年卡”办卡申请

470万余人次。他进一步表示，现在全市已有

15000家为老服务商家纳入刷卡消费的范畴，涉

及商场超市、社区便利、餐饮服务、家政服务、文

化娱乐等十大品类。

据悉，“北京通-养老助残卡”，也就是人们

俗称的“老年卡”，是集社会优待、政策性津贴发

放、金融借记账户、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多项功能

于一体的IC卡。具有北京市户籍60周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以及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办理《居住

证》60周岁及以上的外埠老年人可申请办理。

李红兵介绍，除了可以免费乘坐北京市域

内地面公交（出市域范围按公交管理规定缴费），

并具有普通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基本功能外，“老

年卡”还可免费游览市区级政府投资为主建设

并运营管理的公园和景区（大型活动期间除外）。

同时，“老年卡”还具备银行借记卡功能，在养老

（助残）服务单位消费时，老年人可凭此卡享受

优先、优惠服务。符合一定条件的老年人还可享

受不同类型的补贴。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服务中心公开信息显示，

80周岁以上的京籍老年人可通过“老年卡”享每月

100元的高龄津贴，从年满80岁当月开始计算，每

月100元养老补贴自动入账；90周岁以上的京籍老

年人可享500元高龄津贴。不过，上述补贴不可取

现，需在商场、便利店等提供服务的商家消费。

李红兵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现

在全市已有15000家为老服务商家纳入“老年

卡”刷卡消费的范畴，涉及商场超市、社区便利、

餐饮服务、家政服务、文化娱乐等十大品类。其

中，有5500家为刷卡老年人提供了各种优惠。老

年人及家属可关注“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服务中

心”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折扣商户查询”功

能查询具体的商家信息。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6月14日，广州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同意解除5个区内11个区

域的封闭、封控管理措施。不过自6月14日起，广

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道集贤路集安街3号、集贤路

109号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当天下

午，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谷忠鹏在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原定于6月20日-22日举行的广州中考，将

会延期到7月举行，研究后的具体考试时间将根

据疫情形势，综合研判，尽早确定并提前通知。

据介绍，2021年广州市共有491所初中学校

的学生报名参加中考，共有中考学生90544人，

其中社会考生1898人，各类考务人员约1.25万

人，计划编排考点156个，无论是涉及的学校数、

考点数，还是考生数，考务人员数都远超刚刚过

去的高考。

谷忠鹏表示，之所以做出延期举行中考的

决定，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全力确

保考生和家长的身体健康安全。当前广州市处

于疫情防控决战决胜的关键期，疫情防控仍然

容不得半点大意，意识松懈。而即将到来的2021

年中考人数超过9万人，涉及的初中学校多，有

491所。由于校舍等硬件的限制，大部分初中学

校没有住校集中管理的条件，难以达到考生考

务人员在校封闭管理和集体用餐的要求。

另一方面，156个考点需要对应491所初中

学校，相当于平均每个考点要安排3-4所初中学

校的学生参加考试，不同学校之间难免会发生学

生聚集和交叉的情况，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举

行中考，可能会增加疫情扩散和交叉感染的风

险，适当推迟中考时间，有利于降低因中考导致

的疫情传播风险，有利于全市的疫情防控大局。

同时，谷忠鹏也表示，将全力确保广大考生

高中录取工作。与高考必须全省全国统一组织

不同，广州市2021年中考不纳入全省统考，由市

自主命题，单独考试，自主组织调整考试时间，

不会影响其他地市的中考组织。

广东省卫健委官网信息显示，6月13日，广州

市新增4例本土病例，均为隔离酒店密接排查发

现。值得注意的是，广州此次本土疫情的阳性感染

者均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接受治疗，该

医院也有两名医护人员被感染。通报表示，根据病

毒基因测序、感控管理和流行病学调查等综合分

析，初步推断，两名医护人员意外暴露造成感染的

可能性较大，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

“目前，市八医院已采取严格管控措施，医院

职工在集中居住酒店封闭管理。”广州市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陈斌在发布会上介绍称，每天组织原

有医务人员全员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采集市八医院相关环境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周边三条街道全员核酸检测373668份样

本均为阴性。同时，从相关医院抽调医护人员进

驻市八医院，保障医院临床救治工作平稳进行，

目前院内诊疗秩序如常。

就在前一日，广东省纪委监委网站显示，经

广东省委批准，广东省纪委监委、广州市纪委监

委近期已成立疫情防控问责联合调查组，对广州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责问

题进行调查，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对履行职责不

力、失职失责的领导干部和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

责问责。

“6·13”湖北十堰燃气爆炸事故仍牵动着人们的心。6月14日，国务院安委办、应

急管理部召开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表示要彻查事故过程和原因，依法依规严

肃追责。此前，湖北省也通过发布紧急通知、召开紧急会议，开展了包括燃气行业在内

的安全生产排查治理工作。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爆炸事故锁定这座已有近30年历史

的二层建筑物的同时，老旧小区的安全问题也随之成为人们关注的下一个焦点。

湖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正在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同步展开被困人员搜救 人民视觉/图

一般家用的燃气
为天然气， 成分主要
为甲烷， 是一种无色
无味无毒无腐蚀性的
可燃气体， 但是当空
气中天然气浓度达到
5%-15%的时候遇到
明火便会发生爆炸。

什么是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