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 爱心粥全城飘香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潘
春瑞）1月 24日，农历腊月初八，民间
素有吃腊八粥的习俗。早上5点半，
郑州楷林国际广场上，来自省委党
校、郑州市环境卫生处和社会各界的
志愿者，将围巾、保温杯和刚刚熬制
好的腊八粥，送到金水区环卫公司近
百名一线环卫职工手中。活动现场，
寒风刺骨，但热乎乎的腊八粥，还有
一句句“您辛苦了，谢谢”，都为在场
的环卫职工送来阵阵暖意。

当天，爱心粥在郑州全城飘香。
一大早，在东风路的一家爱心粥屋，一
锅美味的腊八粥就开始熬制。从上午
9点到10点多，共送出200多碗粥，这
已经是该店第5年举行施粥活动了。
在“一碗腊八粥 温暖全社会”活动现

场，东风路爱心粥志愿团负责人王瑞
瑞说：“我们组织了全市10家爱心粥
屋联动，在市区主要路口附近，免费向
市民提供腊八粥。”

据了解，不少爱心企业和爱心团队
积极参与了爱心粥志愿活动。省委宣
传部党员志愿服务队、郑州的士雷锋车
队等志愿者团体，都在凌晨赶往各施粥
点，在严寒中传递爱心与温暖。③4

义马 身子暖心更暖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任红亮

1月 24日，农历腊月初八。一大
早，义马市朝阳路办事处前进社区工
作人员就忙碌起来。他们要在天亮
之前把精心熬制的腊八粥，送到社区
11位高龄老人家中。

在70岁的社区老党员刘桂荣家
中，老人端着香甜可口的腊八粥感动
地说：“吃到了社区送的腊八粥，我不
仅身子暖和，心更暖和。”

当天，义马市兴苑社区爱心企业
天天居餐厅格外热闹，许多环卫工人
边聊天边高兴地吃着免费早饭，一碗
腊八粥、一个馒头、一碟小菜，大家吃
得津津有味。工作人员还将一部分
早餐打包，由专人送到各个路段上还
在工作的环卫工人手中。

这个腊八，温情伴着粥香在义马
全城洋溢。③4

邓州 天寒难挡真情暖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中献 刘浩博

1月24日，天空飘着雪花，天寒地

冻。早上6点多，邓州市范公路“爱心
粥铺”里就挤满了人。“今天是腊八节，
我们给大家熬了八宝粥、蒸了包子，今
天全天供应，中午还有糊汤面。”该店负
责人杨改琴高兴地对大家说。

“这里常年免费给环卫工人和困
难群众提供免费早餐，他们有诚心、有
热心、有爱心。”有人热情地向记者介
绍。

当天，除了“爱心粥铺”,邓州市
还有很多爱心商家也加入到免费提
供腊八粥的行列中。邓州市餐饮协
会负责人告诉记者，餐饮协会携手爱
心组织，腊八节当天在全市设置了30
多个免费腊八粥发放点。与此同时，
邓州市总工会也在全市23个固定送
餐点，为环卫工人送上了热腾腾的腊
八粥。

“小小一碗粥，温暖一座城”，爱心
腊八粥让当地群众纷纷点赞。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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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与学霸为伍，听名师讲课，给自
己充电”“打破围墙限制，人人都可享
受优质高等教育”……1月25日，记者
走访我省多家高校，谈起教育部近日
推出的首批 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学子们纷纷点赞。

鼠标一点，网上读清华北大
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也叫慕

课，不仅方便大家随时随地听名师授
课，还让教与学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那么，首批“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到底“精”在哪儿？

这 490 门课程门门是精品，以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为
主要建设单位的有 344门；教授领衔
的有340门，其中还包括一批院士、长

江学者等。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说：“这

些课程以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公共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为重点，包
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创新创业课及
思想政治课等。这些课程整体上代表了
当前我国在线开放课程的最高水平。”

我省高校作为主要建设单位入选
的课程有8门，3门为本科教育课程，5
门为专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其中包
括郑州大学王士祥为主要负责人的
《科举与唐诗》、河南大学刘济良为主
要负责人的《德育原理》、黄河水利职
业技术学院王勤香为主要负责人的
《水利分析与计算》等。

我省将推400门精品慕课
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6年9月开始，我省启动了高校精品

在线课程建设，计划“十三五”期间立项
建设400门左右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主要包括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课、受
众面广量大的公共课、各高校有特色的
学科/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创新创
业类课程等四类，涉及郑州大学、河南大
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全省131所高校。

郑州大学教授王士祥说：“慕课打
破了学校的藩篱，通过网络实现了全
省乃至全国共享师资力量、课程资源，
也让教师拥有了三尺讲台之外的广阔
天地，体现了教育公平、教育无界，给
了大家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好
平台。”

制度跟进还需做实做细
慕课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课程，学习

进程需要学生自己来规划。有不少同
学认为，如果没有老师的监督和同学的

陪伴，有些人未必能把课坚持上到底。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在推出精品

慕课的同时，还需教育部门和高校进
一步制定慕课的学分认定、转换及相
关的配套机制，把制度跟进及保障做
实做细，以此保证学习效果。

据了解，我省将把在线开放课程纳
入“河南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建设体
系，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学分认定和学分
管理制度创新。各高校可制订在线开
放课程教学质量认定标准、教学效果评
价办法和学生修读在线课程的学分认
定办法，开展在线学习、在线学习与课
堂教学相结合等多种方式的学分认定、
学分转换和学习过程认定。学习者通
过在线开放课程平台获得的课程学分
存入“河南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进行
学分积累，并在“河南省终身教育学分
银行”建立学分互认规则。②40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通讯员 王中献）1月 24日，我国首个
杂交小麦项目产业化基地在邓州市
正式开工建设。

国家杂交小麦项目（邓州）产业
化基地是北京与邓州市对口协作项
目之一，是双方签署的《农业科技合
作框架协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获
得了南水北调对口协作项目和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的资金支持。

该项目以我国首创的二系杂交

小麦技术为依托，主要开展杂交小麦
育繁推一体化经营，打造国家级高标
准种子生产基地和国际领先的杂交
小麦商业化育种平台。开工建设的
一期工程包括60亩的科研中心和种
子检测加工中心，370亩的基因资源
圃和育种站，1万亩的杂交小麦种子
生产示范区。该项目预计到2018年
12月可全部建成，并在3年内形成年
产优质杂交小麦种子 250万公斤的
能力。③6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 月 24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去年全
省投资 17.05亿元，新增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 131.4万亩，超过年度建设任
务1.4万亩。

据介绍，由于水资源短缺，我省
近年来大力推广应用以低压管灌、喷
灌、微灌为代表的高效节水灌溉技
术，节水增粮、节水增效、生态环保效
益显著，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打下
了坚实基础。去年年初，我省计划建

设13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
涉及45个县（市、区）60个项目。截
至去年 12月底，新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131.4万亩。

我省对纯井灌区的大田作物以发
展低压管道输水和喷灌为主，对经济
林果以微灌为主，在特别干旱缺水的
山丘地区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推广滴
灌，在大型灌区以渠道防渗为主，提高
水利用效率。截至2016年年底，我省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1968万亩。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 实习生 潘
迪）1月24日，列入第五批河南省传统
村落名录的220个村落在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网站公示结束，加上此前经过
评审公布的591个河南省传统村落，
我省传统村落总数已达到811个。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且
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拥有较丰富
的传统资源，现存建筑环境、建筑风
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较
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
价值和独特民俗民风，至今仍为人们
服务的村落。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
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

据了解，自2012年以来，我省按
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一部署，先后
数次组织传统村落调查，分四批将591
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了河南
省传统村落名录，但仍有一些有价值
的村落没有被挖掘出来。为将有重要
保护价值的村落全部纳入传统村落加
以保护，建立基本完善的省传统村落
名录,我省各地调动社会力量，对有保
护价值的村落开展了深入挖掘调查和
推荐,经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委
员会及工作组评审和公示，登封市白
坪乡寨东村小红寨等220个村落被列
入第五批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近段时间，“铁路部门是否能灵
活变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在继
四川一列动车破例停车“等人”之后，
1 月 24 日，河南的一列火车破例提
速，整整提前48分钟到站。这背后，
是一个暖心的故事。

据南阳车务段有关知情人介绍，
当天上午8时左右，K427次列车从信
阳站开出不久，一名旅客疑似突发脑

梗陷入昏迷，需要在前方车站紧急下
车救治。得知情况后，前方的桐柏站
值班室客运值班员杨铁龙一边拨打
120急救电话，一边将情况反映给车
站值班领导。

“考虑到脑梗是一种死亡率较高
的突发疾病，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据
桐柏站站长陈曙光介绍，为了给旅客赢
得宝贵的抢救时间，车站积极与铁路调
度部门沟通联系，希望这趟列车能够在
区间加速运行，力争尽早到达。

按照列车运行计划，K427 次列
车到达桐柏站的正点时间是上午 10
时 12分，但在铁路部门的积极协调
下，列车于 9时 24分到达桐柏站，比
预定时间提前了48分钟。

列车到站后，早已在站台等候的
救护车迅速将发病旅客送往医院救
治。据了解，发病旅客周先生今年60
岁，和妻子一道从杭州回南阳探亲，
没想到旅途中脑梗发作。目前，周先
生的病情已得到控制。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能够在提前48分钟
到达的情况下调度有序，没有出现任
何安全问题，这体现出我国铁路系统
调度能力的进步以及铁路运营综合
管理水平的提高。

对此，有网友评价说，在生命面
前，制度当有温情，铁路部门并非不
懂得变通，为了拯救生命，列车可以
临时停靠，也可以破例提速，这才是
我们想看到的“灵活变通”。③6

为救旅客，列车提速早到48分钟

暖暖腊八节 情深意更切

不用登门拜名师 照样也能当学霸

同学，今天你“慕课”了吗？

我国首个杂交小麦项目
产业化基地在邓州开工

去年全省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31.4万亩

我省传统村落总数达811个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龙飞

1月24日，腊八节。清晨7时，安
阳市雷锋广场，古铜色的雷锋塑像静
静矗立。塑像旁边，10个保温桶、8个
保温箱摆放整齐，飘出阵阵腊八粥的
香味。虽然当地的气温降到了零下9
摄氏度，可盛粥的志愿者秦彦平额头
上却挂有汗珠。粥桶前排着长长的队
伍，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背着书
包上学的孩子，也有赶着上班的工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暖心粥的背后
还有一串感人的故事。

1月20日，记者偶然在朋友圈看
到一则“浓情腊八 爱暖中华”辛大侠
爱心家园招募令：“1月24日是中国传
统腊八节，真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团
队，一起向环卫工、空巢老人以及市民
群众赠送暖心腊八粥，共庆腊八迎新
春。”招募令下面，已有一长串报名志
愿者名单和大家自掏腰包筹集的价值
2500多元的食材清单。

1月23日傍晚，记者赶到志愿者
们准备暖心粥的一家餐厅。推门一
看，31名志愿者分成两组，戴着口罩、
手套，穿着围裙，正在精心包包子。

“要让大家吃饱吃好，只有粥是不
够的。”爱心家园群主辛秀梅说。包包
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24
日凌晨3点，一米多高的大蒸箱呼呼
冒着热气，2500多个包子依次出笼。

上午9点多，所有粥和包子全部
赠完，忙活不停的志愿者们已是身心
疲惫，但看到市民们的一张张笑脸，他
们充满了幸福感。③4

▲1月24日，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社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举
行“浓浓腊八情 温暖邻里心”活动，向社区居民免费赠送腊八粥。
一碗碗热腾腾的腊八粥，让社区居民感受到了冬日温暖。⑨6
黄政伟 摄

◀1月23日，许昌市古槐街小学举行“浓情腊八、品赏民俗”
活动。在老师的讲解下，同学们了解了农民种粮的艰辛，学习
了传统腊八节的习俗。⑨6 牛书培 摄

1月24日，修武县产业集聚区河南星凯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
在进行试生产。该企业智能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6亿
元，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2亿元。⑨6 刘金元 摄

□本报记者 栾姗

“我自己排的碳，我自己除”，这
是“绿领”潮人们的生活新理念。如
何消除自己的“碳足迹”？购买“碳
汇”造林绿化是最好的办法之一。

1月22日，由国家信息中心、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
心、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省发改
委联合主办的“2018低碳中国行河南
站”低碳发展专家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低碳经济特别是“森林碳汇”概念大
热，引发与会专家学者的热议。

所谓“森林碳汇”，即森林中的植
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
氧气，从而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
在植被和土壤中，“森林碳汇”是实实
在在的吸碳和减排。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
宝良说，低碳经济的根本，无非是“增
加森林碳汇、推进绿色增长”。越来
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消除碳足
迹”的活动，一些行之有效的机制创
新也在沿海省份不断出现。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许吟隆说，一系
列关于“碳”的“潮语”令人应接不暇，其
实无非是做好“加”与“减”两道题：“减”
就是减排，通过绿色生产和绿色的生
活方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就
是增加“碳汇”，通过推广植树造林，加
大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力度。

李玉林是我省第一位“卖碳翁”。
早在2013年，他创办的新乡市天洁生

物发电有限公司将18.64万吨碳排放
指标以每吨8.2欧元的价格，出售给高
盛国际，将近153万欧元的交易额创
造了当时国内民营企业碳排放交易的
纪录。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河南人
开始加入这一行列。与会专家学者预
计，随着“2018低碳中国行河南站”活
动的深入开展，一种健康阳光的生活
方式或许会慢慢流传开来：越来越多
的人通过捐资让专业的人员造林，让
自己出资培育的森林消除自己因工
作、生活而排放的二氧化碳。

据估算，1000亩山地种上中原常
见的优良树种，经过20年的生长周期
后，将成为每年吸收1222.5吨二氧化
碳、排出360吨氧气的森林氧吧，每年
可以消除1333人的“碳足迹”。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
书长赵大兴说，目前已经在北京、上海、
广州陆续推行了“绿色出行低碳公益
卡”，每张卡内含一吨二氧化碳指标。
消费者每购买一张公益卡，意味着通
过绿色出行基金购买1吨碳指标，投资
植树造林的同时即为自己中和了一吨
碳排放，真正做到了“绿色出行”。这项
活动，今后也将在郑州开展。

据了解，我省正在推进林业生态
建设工程，重点加强太行山、伏牛山、
桐柏—大别山林业生态建设，构建绿
色生态屏障，提升“森林碳汇”在节能
减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也许不久的将来，“今天，你‘买
碳’了吗”会成为一句问候语，挂在越
来越多河南人的嘴边。②8

“2018低碳中国行河南站”低碳发展专家研
讨会热议话题——

今天，你“买碳”了吗？

安阳 暖心粥背后的故事

河南暖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