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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2138亩，在校生3万多人，馆
藏图书290万册……

十三个二级学院，九大学科门类，
五十六个本科专业……

数字是枯燥的，但熟悉高等教育
的人，完全可以从这份“成绩单”中读
出这所大学的分量。

北依滔滔黄河，南望巍巍嵩山，在
河南郑州西南，黄河科技学院正以崭
新的面貌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在校园，人们的第一个观感就是
大，在南校区逛一圈下来，会累得直喘
粗气。不过不要紧，你喘粗气的时候
是敢大口呼吸的，因为校园绿树鲜花
掩映，绿化面积达百分之四十。你喘
粗气的时候也会在心里重重感叹，校
园的楼厦一座比一座漂亮，一座比一
座现代。而在这些楼厦的入口，那些
黄河论坛、教授讲座的招贴信息则在
提示着你，这所大学是有深厚内涵的，

不仅有大楼，而且有名师。在与大楼、
与名师之间倘佯的时候，那些成群结
对的青年学子们的朝气会感染你，那
些满身书卷气的大学老师们的气质会
吸引你。也可能，你还会与一位步履
从容、气质儒雅的女教授擦肩而过，她
就是中国民办教育事业的风云人物、
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

守着这校园，耕耘 30 年，胡大白
的人生大象无形、气象万千。

她，既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值
得年轻人仰望和学习，又有新知识、新
思维，让人钦佩。

她，既有“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
情操，矢志不渝，又有“敢为天下先”的
勇气和“不按常规出牌”的谋略。

她，既是“中国十大女杰”，事业孜
孜以求，办学成绩突出，又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女人，为人妻、为人母，尽职尽
责，操劳无数。

她，既屡屡现身重大会议、国际论
坛、大报头版，大雅之堂宣扬教育思
想，又时常躲在家里追看电视连续剧，
斗室一隅独乐乐。

她，既看上去慢腾腾的，走路也
慢，说话也慢，可一旦与人交谈，思想
一交锋，就会让人感受到六根敏锐、睿
见通达。

她，既大笔一挥能进千万元的设
备，又生活朴素、清心寡欲，淡看财富
名利，只求一茶一粟。

她，既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许，又
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好评。

她，既是名望之人，又是为人师
者，时时眷顾于那些未出茅庐的学子。

说到学生，就说到了胡大白的人
生最精彩的内容。办学30年，黄河科
技学院为社会培养了十几万名学生。
时常地，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散步于
校园的胡大白，还会情不自禁地牵挂

起这些孩子们。
2006 年那个名叫邹尊喜的学生，

不愿抛舍相依为命的病父独自求学，
经她特批“背父求学”，如今这孩子工
作、生活可好？

2007 级建筑专业的同学们，利用
双休日，坚持到春晖小区照顾一对中
风的老年夫妇，这些孩子走出校门后，
是否还在播撒着爱心？

2009 年考入黄河科技学院的刘
阳同学，入学时英语成绩并不好，但
2013 年考入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读
研，并获该校七万元全额奖学金。在
异国他乡求学的刘阳，英语应该不成
问题了吧？

……
牵挂着这些孩子们的时候，胡大

白的内心是丰盈的，所以她是幸福的。
此时，正值暑假，她牵挂着、盼望着

这些远方的孩子们归来。在校园的幢

幢楼影之间，那些和她一样饭后散步
的，或者球场归来的，前往阅览室、实验
室、自习室的，那些各个院系、各个年级
的同学们，一个个、一群群，欢呼着、雀
跃着，构成了大学校园特有的生活画
卷，洋溢着大学校园特有的青春气息。

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胡大白
的 内 心 是 青 春 的 ，所 以 她 永 远 年
轻。③7

大象无形胡大白
□ 常义斌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刘皓）一
张书桌、几把凳子、数本图书。这样的“爱心书摊”在
郑州的公园、社区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给市民生活带
来清新的书香和喜悦。

据“爱心书摊”发起人之一的河南小蚂蚁志愿服
务队执行副队长田东介绍，“爱心书摊”上的每一本图
书都来自热心人士的捐赠。

今年 3 月在郑州月季公园开办起的“爱心书摊”，
定位打造 0-12 岁孩子免费公益读书的乐园。短短两
个月，这里的图书就迅速增加到 1000 余册，全是热心
的市民和孩子们捐来的。“爱心书摊”把新增的图书分
类整理后进行“图书下乡”，已通过各种方式向乡村小
学捐出近万册。他们还把废旧无法流动阅读的图书
制作成盲文本，供盲人学习使用。

“爱心书摊”主要发起人河南省文明办赵云龙副
主任说：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节俭成为一种习惯，
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爱心书摊”倡导一起快乐阅读
的理念，让图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让围绕“爱心书
摊”形成的区域性志愿服务阵地精彩纷呈。③12

倡导读书 倡导节俭 倡导文明

省会兴起“爱心书摊”

本报讯（记者杨凌 通讯员唐麟）7月15日下午5
时，富士康24岁的员工史春峰来到新郑锦绣枣园社区
的流动献血点，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填表登记、量血
压、抽血检测，采血车内，一系列“规定工作”完毕，他
挽起衣袖，露出臂膀，殷红的鲜血带着爱心和温暖，缓
缓流入透明的储血袋。

“这是我一年内第二次献血了，想到献出的血液
能够帮助需要的人，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史春峰自豪
地说。

成立于 2010 年 8 月的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在企业
飞速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将“融合、责任、进步”
的价值理念融入企业发展，积极开展“爱在路上·与您
同行”公益慈善系列活动，内容包括“助老、助弱、助
残、助洁、助行、助学及义务献血”7 个主题，员工参与
数万人次，其中，义务献血活动已成为企业彰显大爱
的有效载体。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至今，富士康郑州科技园
配合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共计开展了 36 次无偿献
血 活 动 ，参 与 献 血 员 工 4078 人 次 ，累 计 献 血 量
1447450cc。今年6月，综保区、出口加工区、白沙厂区
富士康分别被授予无偿献血优秀团队及无偿献血固
定单位。

“我们园区现有员工20多万名，青年人居多，他们
年轻有活力，这为建立义务献血固定团队提供了坚实
的人力保障。”富士康党委书记苏东霞说。

据介绍，目前，富士康联合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
心已在富士康设立了锦绣枣园社区、加工区餐厅、天
成社区等 11 个流动献血点和豫康新城 1 个固定献血
点。“义务献血，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传递的是正能
量，通过宣传学习，以及企业内的表彰奖励，越来越多
的员工认识到献血这一善举的重要意义，自觉加入到
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苏东霞说。③6

富士康——

固定团队无偿献血传爱心
截至目前，4078人次参与献血，累计

献血量1447450cc作为郑东新区的“金字招牌”，龙湖区域在传
承先前城市建设先进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了低碳、生态、循环、智慧的规划理念；以龙湖为核
心的生态水系系统，气、电、热综合利用的分布式
能源系统，以低碳出行为主导的绿色立体交通系
统正在建设中。

据介绍，“城市生态交错带”是龙湖滨湖开
发提出的新概念。龙湖周围 20 个各具特色的
绿色开放空间，通过湖滨散步步道连为一体，在
10 公里带状环形区域形成贯穿且多变的绿色空
间。

“一角三岛”是龙湖景观的亮点之一。“一角”
为“月半湾”，总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以现代园林
设计手法造景为主，种植乔灌木 20 多种。石榴
岛、桃花岛、秋叶岛“三岛”均设计为生态岛，以大
规模，大色块展现不同特色，绿化总面积约 4.7 万
平方米。其中石榴岛以雪松、法桐、石榴搭配，桃
花岛主要种植水杉、楸树、桃花，秋叶岛则以银
杏、五角枫、红叶李为主。

火车拉出来的郑州，由于龙湖的出现将有
自己的水上交通系统。郑东新区市政园林水务
局司秒争介绍，“码头位于各个主要功能区，水
上出租车、皮划艇、明轮游艇、帆船等水上交通
工具往来穿梭，秩序井然，‘中原水城’的独特魅
力一览无余。”

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力助推了东区的经济发
展。截至目前，该区驻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达到28352.11亿元，占全省的71%，各项贷款余额
达到 16178.55 亿元，占全省的 64%。累计入驻各
类金融机构已达207家。③9

打造生态靓城 助推经济发展

在郑东新区在郑东新区呼吸淡淡青草味呼吸淡淡青草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林李林//文文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周常剑周常剑//摄摄

本报讯（记者徐建勋 通讯员王珺洁 崔雅男）
“有困难你就找社区，群众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服
务人民是我们真诚的心意……”7 月 8 日，在郑州市金
水区经八路街道办事处科技社区，三级网格长马震正
在饶有兴趣地学唱社区老居民赵斌送来的《社区之
歌》。

赵斌家住该社区省群众艺术馆家属院，看到社区干
部前段时间不辞辛苦为大家解决院内有人养大型犬、影响
居民生活的难题，有感而发，创作歌词并邀请同社区的省
音乐家协会主席谱曲，为社区送上了这份特殊的礼物。

赵斌老人告诉记者，“金水区提出‘用群众满意不
满意来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这一条，很管用。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马震他们为居
民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翻开马震在入户联系、上门走访、蹲点访问中建
立的《民情日记》和《民情档案》，记者看到：

——上月下旬，走访红专路57号院1号楼了解到，2
单元住户打麻将从一早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严重影响
了周围居民的生活。当天，派出所、房东、租户等多方一
起协调解决了问题。

——今年 1 月 24 日，接到居民电话：经五路 15 号
院6号楼的居民因为省邮政公司种的树影响了他们的
采光和邮政公司的人吵起来了。赶到现场后经调解，
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社区之歌》是群众的肯定，更是一种期盼，一种
鞭策。老百姓的诉求在不断地提升，干部的服务工作
也永远不能松懈，我们要唱着《社区之歌》把服务做到
百姓心坎上。”马震表示。③12

40多个城市公园遍布全区

7 月 16 日，一早醒来的池敏习惯性推窗远望，并做了
一个深呼吸，“生活在郑东新区，花草多，心情好，就连呼吸
有时都感觉带着淡淡的青草味道。”池敏说着，微笑起来。

2013年11月份，中欧城市博览会在北京举行，郑东新区
作为全国四大城市新区之一应邀参加，独具一格的城市规划
理念、建设形态和发展方式让众多中外专家学者眼前一亮。

在郑东新区还是一张蓝图的时候，生态意志就已浸润
其中。生态城市、环形城市、共生城市、新陈代谢城市、地
域文化城市……如今这些超前的理念照进现实，成为郑东
新区这座新城的“软实力”。

现在的郑东新区四季常青，三季有花，40多个大大小
小的城市公园遍布全区，整体绿化率近 50%，寸土寸金的
CBD绿化率突破60%。

CBD中央，是占地160亩的如意湖，蓝天碧水，群鱼畅
游，亭台雕塑，自然清新。沿着如意河一直向北，是“点睛”
东区的龙湖，如今亦是水波潋滟、飞鸟成群、游人如织。

除了宏观建设层面，郑东新区还对辖区所有项目，包
括社区、办公楼、公益设施和基础设施等，从规划设计开始
严格把关，将生态理念融入其中，串点连线成面，营造良好
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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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湿地公园，在如意湖畔，在龙湖岸边，郑东新区的一
道道景观带被郑州人自豪地称做河南的“小外滩”。

周学锋是祭城社区的居民，他目睹了这片土地上翻天
覆地的变化。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熊儿河，十多年前我们都叫它郑州市
的‘龙须沟’，下雨臭水横流，晴天臭气熏天。”周学锋说。

2003 年，郑东新区把熊儿河纳入河道综合整治重要
内容，投资 5000 万元，对熊儿河实施截污、护砌、拆迁，对
两岸进行绿化及配套设施建设。

整治后的熊儿河成为郑东新区一条生态景观绿廊，东
区段滨河公园全长5公里，15个景点、总面积达80万平方
米，两岸绿草如茵、特色花树点缀其间，亭台楼榭姿态各
异，健身器材合理布局，沿河附近的市民家门口又多了一
个带状休闲乐园。

熊儿河只是郑东新区生态景观建设的一个缩影。今
年，郑东新区再出大手笔，投资10亿元用于生态建设：

——计划新增绿化面积200万平方米，是2013年绿化
面积的 1.6 倍；新增水域面积 300 万平方米，年底前达到
1100万平方米。

——开工建设龙湖二期滨湖、龙子湖滨湖和象湖滨湖
园林景观建设等“三湖”，纪念公园、体育公园和郑信公园
等“五园”，龙湖外环路、北三环东延生态廊道、前程路生态
廊道等“十路”，共18个项目400万平方米的绿化任务，完
成魏河河渠绿化等15个续建项目建设。

——加快与郑州市生态水系的连通，对郑东新区生态
水系进行规划完善，象湖一期、龙子湖等水系实现蓄水，潮
河、贾鲁河、魏河等完成综合整治，全域水系联接贯通，构
建完整的生态水系循环利用系统。

水让城市亲切灵动2

生态龙湖值得期待3

常来郑州郑东新区走
一走的市民王辉宇说，这几
年东区的发展就像魔术师
出神入化地精彩演绎，蜿蜒
密集的道路绿带，星罗棋布
的城市公园，大片大片的丛
林绿地，一道道生态回廊，
织成一张满目苍翠的“绿色
之网”。

而更多的人在感受穿
城而过的龙湖、龙子湖、象
湖、如意湖、如意河、昆丽
河的美景时，体味动静一
体的城市生态水系，更觉
城市的生机盎然与生活的
惬意美好。

金水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鲜事

居民创作《社区之歌》抒情怀

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昆丽河昆丽河

如意湖如意湖

胡大白近照

郑州之林郑州之林

本报讯（记者栾姗 通讯员吴仲怡）7月7日，意大
利蒙特梭利国家工程首期培训班在郑州开班，来自全国
30多名幼儿园教师接受真正的蒙特梭利教育,标志着意
大利蒙特梭利国家工程正式走进中国落户郑州。

蒙特梭利教育简称蒙氏教育，是意大利的女性教育
家玛丽亚·蒙台梭利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是其生前创办
的第一个教育机构、是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
由国家和政府来支持和管理、传承和保护的教育机构。

2014年1月，意大利政府决定，通过意大利蒙特梭
利国家工程把蒙特梭利教师培训授权给中国。昨日，
来自意大利的两位蒙特梭利教育专家开始了对首批
30多名中国学员的培训。

此外，根据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于今年1月5日正式
挂牌开办的中国首家意大利儿童之家也将于今年秋季
开园，招收2~6岁的学前儿童，进行混龄教学。③9

意大利蒙特梭利国家工程落户郑州

大写郑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