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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郑洛水系连通，还是郑汴水系
连通，都属于河湖水系连通范畴。河湖水
系连通，是新时期针对我国人均水资源
少、时空分布不均等问题所提出的，是一
项重大的治水方略。它是借助各种人工
措施，利用自然水循环的更新能力等举
措，构建蓄泄兼顾、丰枯调剂、引排自如、
多源互补、生态健康的河湖水系连通网络

体系。
而根据《河南省水资源综合利用规

划》，我省将着力构建南北互济、东西相通
的现代水网，以实现全省水资源的科学调
配。其中明确提到的，便有郑州西水东引
工程，它将连通洛阳和郑州水系，对进一
步完善全省水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河南省水利厅有关人士说，比较有代

表性的便是南水北调中线主干渠，随着它
的通水运行，打通了我国海河流域、黄河
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四大流域的
水系，也解决了我省沿线多个城市缺水的
问题。而已经实现通水的引黄入冀补淀
工程，将黄河水送入雄安新区的同时，一
定程度上也解决了我省濮阳市的缺水问
题。

为让更多家长和学生能与世界记忆大师亲密接
触，也为有效确保家长、学生（须为小学三年级以上
中小学生）的座位数，领取入场券时，观摩会举办方
会向每个家庭收取50元的押金，观摩会当天凭票全
额退款。

观摩会时间：6月9日上午9：50~12：00
地点：郑州市农业路经一路口向西50米路北报

业大厦4楼多功能厅
领票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3：00~6：00
咨询电话：0371-65796374
领票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段28号报业大厦一

楼西厅大河报广告中心营业部
网络领票：也可以扫描二维码支付50元押金，

在入场前凭支付单号（或打款人姓
名）退还50元押金。请在支付页面

“添加备注”栏内注明“孩子姓名+手
机号码”（一个家庭2~3人只需支付
50元，凭支付记录进场，无需领票）。

到底世界记忆大师的“最强大脑”有多强？

周六上午“最强大脑”观摩会给您答案
啥叫火爆？连续两场，容纳数百

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啥叫吸引力？
前两场观摩会消息发出不到两天，门
票均被抢空。这不，因报名太过火
爆，前两场已无法满足学生及家长的
需求，本周六上午将举办吴天胜“最
强大脑”全国巡讲第三场郑州观摩
会，也是在郑州举办的最后一场。想
让孩子学业进步，增强其自信心，就
赶快来抢票观摩吧！

世界记忆大师吴天胜不仅在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各大城市举办
观摩会，他还是第一个把记忆法传授
到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培训期间，
很多世界名牌大学毕业的家长，纷纷

把孩子送来学习，甚至连哈佛大学教
授也让孩子来跟随吴天胜学习。由
他培养出的冠军选手、中高考状元更
是不在少数。

学员庄海燕是魔方盲拧的世界
纪录保持者，说起他取得的成绩，不
得不提起恩师吴天胜。一次偶然，他
听说了吴天胜神奇的记忆法，便拜之
为师，之后记忆能力突飞猛进，连续
六次打破了世界魔方纪录。

“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对学英语、
历史等多科帮助很大，如有机会，还
要继续参加天胜记忆法的学习。”广
东学员崔楚婷说，她之前的学习成绩
很一般，但自从学习天胜记忆法后，

在2014年参加中考时，历史考得满
分，英语考得116分，考上当地最好的
高中。

除培养出冠军、状元学员以外，
跟随其学习的学生中，在学习、记忆
等方面均得到较大的进步。“孩子之
前月考年级排名1000多名，后来的
期中考试中，上升为700多名。”邯郸
市二十三中学学生晋子奇的妈妈说，
孩子的飞快进步，得益于吴天胜快速
记忆法，让他真正学会了怎么去学
习，学习态度也比以前端正很多，成
绩的进步和学习效率的提高已让他
越来越自信。

温馨提示

洛阳陆浑水库-郑州贾鲁河-开封运粮河

未来郑汴洛水系将连通
郑洛西水东引工程年底前动工，郑汴水系连通工程正在规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文 许俊文 摄影

核心提示｜郑州、开封、洛阳，这三个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因逶迤的黄河紧密相连。几个城市之间，近些年来在多种层面上加强合作，
不久的将来，三个城市之间将通过水系实现连通。伊洛水、商都水、汴梁水，水水相通，虽然古代舳舻相连的盛况或不再现，但三个城市将在水系的层面上
取得更深层次的联系。记者了解到，目前，郑州与洛阳间的西水东引工程路线已确定，今年年底前就要动工建设。而郑州与开封之间的水系，郑州已初步
拟定贾鲁河-石沟-科学大道明沟-运粮河方案，开封市也在积极做前期的规划研究。

在郑州与开封交界处怀想那个打通郑汴水系的君主

天然河道黄河和人工开凿的河流贾
鲁河，将郑州与开封这两个城市牵引在一
起。

而在郑州与开封两市交界处，长眠着
一位战国时期的君主。正是他在位期间，
鸿沟水系得以开凿，在两千多年前的某个
重要时间点，汩汩河水从圃田泽出发，沿
着鸿沟水系汇入大梁城。

这个君主，便是魏惠王。在很多典籍
里，他以梁惠王的面目出现。三人成虎、
庖丁解牛、围魏救赵……这些耳熟能详的
成语故事，都与这个人有关。他是《孟子》
一书中出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一开头便
很客气地向孟子发问：“叟，不远千里而
来，亦将有利吾国乎？”

如今，这位曾在位50年的梁惠王，已
经长眠在中牟县官渡镇韩庄村外的农田
之中。如果不是陵墓上的两片树丛，以及
陵墓北侧孤零零竖着的石碑，很难将这片
陵墓与周围的农田区分开来。和周边的
地块相比，这块墓地的地势较高，呈偃月
刀状，南北长而东西窄。和印象里的帝王
陵墓不同，这片陵墓上方，已经成了一片
瓜田，露天西瓜谢了花瓣，开始结出大大
小小的西瓜。

在附近村民的口中，梁惠王墓被称为
“老虎谷堆”。正在干农活的一个村民说，
今年春节期间，有数十名外乡来的魏姓人
士，到梁惠王墓进行了祭拜。

鸿沟水系是一个庞杂的水系。司马
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曾评价鸿沟道：“自
是之后，荥阳下引河水，东南为鸿沟，以通
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这样一来，鸿沟首次以人工的方式
沟通了江淮、齐鲁与中原的水运交通。当
时的大梁城，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交通中
心，魏国国力也迅速强盛起来。

陵墓北侧石碑上的碑文，虽然简略，
但也由此可窥出梁惠王不凡的一生。“开
鸿沟、引黄入圃田泽、兴修水利、施惠于
民、修筑长城、扩充军备，国力强盛。遂

‘伐楚胜齐，制韩赵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
天子于孟津’。一度称霸。”

郑州、开封水系拟连通，运粮河是关键节点

距离梁惠王墓四五里，就是开封的运
粮河。沿梁惠王墓向东，不觉间便踏出了
郑州界，步入了开封界。开封与郑州两个
古城之间，正在通过水系寻求着融合。而
水系贯通的关键点，就是运粮河。

在今年春节后的郑州市生态建设动
员大会上，郑汴洛水系连通项目正式面
世。洛阳、郑州、开封这三个隋唐大运河
通济渠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之间，将通过水
系来实现另一种形式的连通。其中，郑洛
连通通过西水东引工程来实现，而郑汴连
通方案，郑州拟定贾鲁河-石沟-科学大
道明沟-运粮河方案。根据计划，郑汴洛
水系连通工程，今年将开展前期工作。

相较于粗线条的郑汴连通方案路线，
开封市水利局所提供的开封界内的路线
图更为清晰。开封市水利局规划计划处
相关人士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郑汴水系连通工程在开封境内的长度为

2.7公里。如今，位于开封汴西新区西侧
的运粮河，将被扩容为凤湖，而目前的开
封西湖则为龙湖。凤湖的准确称呼为运
粮河引黄调蓄工程，通过碧水河、众意湖、
晋安河实现与黑岗口水库（即开封西湖，
也就是龙湖）连通。而黑岗口水库将通过
涧水河与东护城河与老城区内的湖泊、水
系连通起来。

该工程又被称为古运河疏浚工程，其
意义并不是简单的水系连通。水系连通
工程在开封境内长度为2.7公里，其水源
未来将有两个，一个是通过赵口总干渠从
黄河调水，另一个途径便是郑汴水系连通
的渠道。据介绍，目前运粮河引黄调蓄工
程已经通过立项，今年年内预计将开工。

开封市水利局上述人士说，郑汴水系
连通目前正处于前期研究阶段，等到整个
工程规划出炉后，开封市方面将进一步细
化连通方案。相较于开封市，郑州市对郑
汴水系连通的规划还不算太明晰。郑州
市水务局相关人士说，
上述“贾鲁河-石沟-
科学大道明沟-运粮
河”路线还需进一步细
化，贾鲁河内的水究竟
如何接入开封水系，还
正在进行前期的论证
研究。

西水东引年底前开工
郑州、洛阳水系将打通

相较于郑汴水系连通，郑洛水系连通起步
时间更早，进展也更快，且已有了实质性的进
展。洛阳陆浑水库的优质水源，将翻山越岭来
到郑州，以解决郑州市区的缺水问题。这个工
程是陆浑水库西水东引工程，又被称为洛阳-
郑州水系连通工程。

记者从郑州市水务局了解到，该工程位于
郑州西部区域，将利用陆浑灌区总干渠及东一
干渠明渠段，再在明渠末端修建输水管道输水
至郑州市。工程起自陆浑灌区东一干渠末端
的巩义市坞罗水库，止于郑州市贾鲁河上的尖
岗水库下游，可实现自流输水。根据设计，工
程的引水流量为7立方米/秒。

据了解，西水东引工程引水水源为陆浑水
库，工程供水线路包括两部分，即原有渠道改
造和新修管线。原有渠道从水库灌溉输水洞
末端到坞罗水库，全长150公里；新修管线从
坞罗水库到尖岗水库，全长约67.46公里，其中
铺设管道58.64公里。

经过对陆浑水库水源地逐月水质监测化
验资料分析，陆浑水库水源地水质为一类水，
各项水质指标均达到了国家一类水质标准。
坞罗水库为巩义市主要供水水源，坞罗水库水
源地水质为二类水，各项水质指标均达到了国
家二类水质标准。

该工程线路途经巩义、荥阳、上街、郑州市
区共四（市）区。如果扣除渗漏和蒸发量，陆浑
水库供到郑州市的日供水能力达40万~55万
立方米。根据郑州市水务局相关人士介绍，这
么大规模的引水，未来将被作为生态用水，润
泽缺水的郑州市区，优化绿城的生态环境。

而今年3月15日，该工程迎来重大节点。
郑州市政府与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工程将力争今年年底前开
工，2020年实现通水。目前，相关部门和建设
单位正在做水资源论证、输水线路布置、水质
中试试验、水价核算等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

郑州将启动大运河生态提升工程
郑开科创走廊打造大运河景观发展廊道

郑州、开封、洛阳，曾经是隋唐大运河
沿线的三个重要城市。隋唐大运河，是以
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为永济
渠；南达余杭（今杭州），为通济渠和邗
沟。通济渠贯通了黄河与淮河水系，把当
时的西安、洛阳、扬州等重要城市连接了
起来。

通济渠的盛况已不再，但当年风貌犹
可想象。白居易走在汴河大堤上，就用一
首诗描绘过两岸的风景：“西至黄河东至
淮，绿影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
柳色如烟絮如雪。”

在今年我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启动
大运河文化带发展规划被明确提出。记
者了解到，我省将进一步挖掘梳理大运河
文化遗产资源，促进大运河文化带与丝绸
之路经济带融合发展，有序推进现存河道
水系利用。

记者从郑州市水务部门了解到，目前
索须河提升工程正在进行中，一、二期已
经对市民开放，三、四期也将在今年年底
前完工。与此同时，大运河郑州通济渠段
生态提升工程还有望启动，这也是索须河
提升治理的第五期。这段河道总长10.9

公里，起点在北四环桥，即二期工程的西
侧，延伸到上游的索河、须水河。

而在水系连通方面，在省委、省政府
提出的郑开科创走廊里就有体现。郑开
科创走廊位于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发展区
域，空间结构为“一廊、一镇”。其中一廊，
便是以郑开科学大道和隋唐大运河古汴
河（郑开段）疏浚工程为轴带的交通景观
发展廊道，和上述的郑汴水系连通密切相
关。一镇，即是集中展示隋唐大运河文化
的汴河（万胜）小镇。

我省谋划河湖水系连通
打造南北互济、东西相通现代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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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乳粉有多少种类？

答：根据原料及处理加工方
法不同，乳粉主要有以下种类：

（1）全脂乳粉：以生乳为原
料经干燥而制成；

（2）脱脂乳粉：将生乳中的
脂肪分离出去后获得脱脂乳，
再经干燥而制成；

（3）加糖乳粉：在乳原料中
添加一定比例的蔗糖或乳糖后
经干燥而制成；

（4）调制乳粉：以生乳或乳
粉为原料，调整或配以各种人
体所需要营养素加工而制成，
如婴幼儿配方乳粉、中老年乳
粉、孕妇乳粉、降糖乳粉、补钙
乳粉等。

●加快引江济淮工程建设步伐，
早日实现向周口市的郸城、淮阳、太
康，商丘市的柘城、永城、夏邑、梁园
区、睢阳区，直管县鹿邑县供水。

●推进实施西霞院水利枢纽输
水及灌区工程，打造豫北地区清水廊
道。

●以陆浑灌区干支渠为基础，加
快推进引伊河入北汝河工程，连通陆
浑水库、涧山口水库、安沟水库、老虎
洞水库。

●规划连通鸭河口和昭平台水
库，实现河南省长江、淮河两流域水
资源联合调度。

●规划研究修复周商永运河，通
过引黄灌区工程连通黄河和沙颍河、
涡河、沱河等河流，实现豫东平原区
水资源联合调度等。

我省水资源主要连通工程

冯帅 合成

梁惠王墓位于中牟县官渡镇韩庄村外的农田中

开封运粮河是郑汴水系连通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