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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凌 尚杰

眼瞅着早熟蒜就要上市，但在“大
蒜之乡”中牟县，蒜农们却高兴不起
来。往年这时候，大蒜每斤能卖两三
块钱，现在却只能卖一块钱。即便如
此，来收蒜的人也不多。

为了破解蒜农的卖难问题，4月25
日上午，中牟县政府联合国内知名电商
平台拼多多，启动“一起拼农货”扶持计
划，帮中牟县大蒜“触网”销售。同时，
双方将优先帮扶全县523户贫困户，每
斤溢价0.15元，包销2000亩大蒜，仅此
溢价便为贫困户增收100余万元。

早蒜上市 价格低迷
4月25日一大早，中牟县刁家乡蒋

家村的蒋中宝、陶凤英夫妇就赶到蒜地
里，挖蒜、剪蒜秆、装袋，忙个不停。

今年，这对夫妇种了8亩大蒜，其

中早熟蒜有3亩，这两天已经成熟。大
蒜长势喜人，夫妇俩却很发愁：“种了七
八年的大蒜，今年价格最低，往年早熟
蒜每斤能卖三块钱，今年才卖一块钱，3
亩蒜一共能卖1万块，基本不挣钱。”

发愁的不仅是这一对夫妇。中牟
县的多名蒜农和大蒜经纪人都表示，
眼下大蒜还未大量上市，已经出现了
难卖难销的迹象，“等到下个月新蒜大
量上市，这种情况可能更严峻。”

电商帮忙 精准收购
4月 25日当天，蒋中宝和其他两

名贫困户一起，作为贫困户代表，与拼
多多的新农人商家“以果感恩”签订了
包销协议。后者将以每斤高于市场价
0.15元的价格，全部收购该县523户贫
困户的3500吨大蒜。

“我们的仓库就建在中牟县，相当
于从产地直接发给消费者，减少了多个

流通环节，极大降低成本。”“以果感恩”
的负责人张银杰说，这批大蒜到消费者
手中仅为1.92元/斤，相当于超市价格
的1/4，所以能聚合大量订单。数字显
示，仅 4 月 25 日，就卖出４.7 万单共
33.64万斤大蒜，总销售额达55.7万元。

“我们以最小的成本直达消费者，
这让农产品的C2B规模化成为可能。”
当天上午，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在
现场介绍，我们将消费者分散的需求
变为规模化采购后，极大降低了流通
成本。同时，这种供应模式还能实现
边下单、边采摘、边发货，最大程度保
证货品的新鲜。

电商扶贫 任重道远
中牟县是全国闻名的大蒜生产基

地，常年种植面积30万亩以上，大蒜也
是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之
一。而这也并非中牟大蒜首次“触

网”，在2017年，中牟大蒜借助电商，5
天卖出了100万斤大蒜。

在当天举行的首届中牟互联网订
单扶贫项目（大蒜）签约仪式上，中牟
县政府党组成员杨书立说，这几年，中
牟县将电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
抓手，建设了“互联网+智慧农业创业
园”，启动了农产品电商扶贫机制，深
度挖掘特色产业和主导产品，推进产
业标准化、规模化和品牌化。未来，还
需要跟更多的电商平台合作，借力电
商帮助贫困户脱贫。

达达则表示，农产品借助电商销
售，一方面可以将分散需求变成规模
化、集约化定制采购，极大降低流通成
本和交付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打通
供需双方的信息链路，实现种植者和
消费者信息对称，可以让市场指导产
地改善种植结构。在未来，农产品借
助电商发展的潜力巨大。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今年恰逢
豫剧大师陈素真诞辰一百周年，为全
面展示豫剧“祥符调”陈派艺术传承
发展成果，4月21日至26日，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开封市委市
政府联合主办了“素韵·真声——纪
念陈素真大师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
动。

“祥符调”发源于开封，是豫剧的
母调。豫剧大师陈素真是豫剧界第
一代女演员，被誉为豫剧一代宗师、
豫剧舞台上的一尊美神、豫剧皇后、
豫剧大王等。她从艺近 70年，开创

了豫剧形式美之先河，创造了独具一
格、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陈派”艺
术，代表着“祥符调”的鼎盛时期。

此次纪念活动包括六大板块：纪
念陈素真百年诞辰活动开幕式、陈派

“祥符调”经典大戏展演、陈派“祥符
调”经典折子戏展演、陈素真艺术人
生高峰论坛、陈素真纪念馆开馆仪
式、《情系舞台——陈素真回忆录》暨
陈素真画册再版。

此次纪念活动上，陈素真纪念馆
展出了陈素真的历史影像、演出服装、
文稿手迹等数百件珍贵文物。③3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
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
雨楼……”在河北乐亭县的清平书社，
悠扬的三弦琴声伴随着悦耳的大鼓声，
李大钊的故事再一次被鼓书艺人唱诵。

“我最喜欢唱的就是李大钊。他
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我
们乐亭人。”大鼓艺人戴丽艳说。

在河北唐山乐亭县，记者随处都可
以见到“大钊精神”的痕迹。马路两旁
的宣传栏里歌颂着他的事迹、展示着他
的图像；在李大钊纪念馆，不同年龄层
的市民们利用节假日主动来这里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玩耍时细数当代
英雄，李大钊永远是他们最初的选择。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
人，生于 1889 年 10 月 29 日。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政治经济。1913年冬，他东渡日本，
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
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起草的《警
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全国，李大钊
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
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
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
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
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1919年，
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
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
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

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
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
的工作。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
亲自参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
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1927年 4月 6日，奉系军阀张作
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
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4月28
日，军阀悍然将李大钊等 20位革命
者绞杀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内，时年38岁。

在纪念馆内，李大钊的铜像威严肃
穆。雕塑下方石台的背面，刻写着碑
文：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
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
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
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
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
范。（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宋敏

作为郑州市的重大民生工程之
一，满载百姓企盼的地铁 5号线目前
建设情况如何？4月 26日，记者来到
康宁路站进行了探访。

顺着手机导航，记者走进用围挡拦
住的一大片区域，四面都是高楼，地上
刚洒了水，这是地铁5号线土建06标
康宁路施工场地。“完成车站主体施工
后，我们就尽快启动了道路恢复工程，
现在正在进行各种管线和市政设施的
回迁。”项目负责人赵建胜告诉记者。

地铁5号线是郑州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中唯一的环形线路，共设32个车
站，其中 30个车站主体结构已封顶，
68 个盾构单线区间已实现 67 个贯
通。“目前，中州大道以东的14个站点
已全部洞通，从金水东路到腾飞路站
实现轨通，隧道累计掘进量达99.3%，
轨道安装完成 48.2%，风水电安装及
装修完成32.4%。”郑州市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中铁四局承建的 5号线 06标，是
全线12个标段首家完成单线单区间、
单线双区间、双线双区间全部贯通的
施工单位。“在盾构掘进施工中，碰到
了很多难题，在地下水丰富及郑州东
站地面环境复杂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避开各种管线的同时还要不影响地面
交通，处理难度及风险极大。”赵建胜
举例说，比如金水东路站至郑州东站
区间左线盾构预留洞门为B型，5号线
设计为A型盾构，盾构机与洞门之间
的间距仅5厘米，接收难度极大；为保
证盾构机安全出洞，项目部组织测量
人员采用 4台全站仪加大频次、精心
测量，最终实现顺利贯通，贯通误差仅
1.4厘米，这种精准性在全国盾构接收
中还不多见。

从康宁路站 2 号出口下到站厅
层，只见施工人员正在安装通往负二
站台层的电梯；而下到距离地面17米
的站台层，两侧的屏蔽门已经装好，风
水电安装及站台装修正有条不紊地进
行，透过屏蔽门，不时有运送材料的轨
道小火车呼啸着从隧道中穿过。所有

这一切，都让记者看到了一个即将完
工的地铁站台雏形。

“政府对扬尘治理的力度不断加
大，我们通过提高内部监管标准、加大
雾炮等扬尘处理设备的投入，抢夺有
利时机、见缝插针、无缝衔接，千方百
计开展工作。”赵建胜说，比如提前筹
划，一旦有可施工的作业面，就大量投
入生产力、配置生产资源，加快施工进
度。同时，积极探索新工艺新方法，提
高施工效率。

据悉，按照规划，郑州地铁5号线
今年年底将实现空载试运行，2019年
实现通车运营。5号线及2号线二期建
成后，将完善 1号线、2号线的运营能
力，形成郑州轨道交通“环形+十字”线
网，全面覆盖郑州市各行政区（含开发
区），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③3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26日，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线规划、迁改
及防护专题会”在郑州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郑州市已完成轨道交通
167座站点涉及给水、热力、燃气、雨
污水、电力等多种管线的迁改规划，
并同步实施。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重点
围绕在轨道交通建设中地下管线规
划、迁改和防护方面的机制建设、管
理制度等展开交流，探索解决城市轨
道交通地下管线迁改疑难现状的新
思路、新办法。

“郑州轨道交通起步虽晚，但势
头强劲。”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袁聚亮说，目前，郑州
已实现运营 3条线路 93.6 公里，在
建 9 条线路约 218 公里、145 座车
站。

据悉，目前郑州市已开展了全
市域轨道交通线网的新一轮修编工
作，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将
建成运营轨道交通总里程超300公
里；到2050年，将有21条轨道交通
线路，全长 970.9 公里，设置车站
523座。③3

郑州地铁5号线建设正酣

大蒜“触网”促销 助力精准扶贫

2020年郑州地铁
建成总里程超300公里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我省纪念豫剧大师陈素真
诞辰一百周年

4月26日，郑州轨道交通5号线康宁路站地下一层，工人正在安装人行扶梯。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李大钊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4月26日，记者拍下洛阳神灵寨风景区的美景。“春醒·忆老家”2018全国
百家网络媒体走进洛阳神灵寨风景区采风活动当天结束，活动期间，百余家网
媒记者齐聚洛宁县并为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出谋献策。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改革开放 40周年影响河南十大
科技创新项目：

郑州大学“‘神舟’系列航天服面窗研制”
科研项目（申长雨院士）

河南科技学院“‘矮抗58’杂交小麦”科研
项目（茹振刚教授）

河南大学“植物应答干旱胁迫的气孔调节
机制”科研项目（宋纯鹏校长、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植物油菜素内酯等受体激
酶的结构及功能研究”科研项目(常俊标校长、
教授)

河南科技大学“高强高导铜合金关键制备
加工技术开发及应用”科研项目（宋克兴教授）

河南工业大学“高效节能小麦加工新技
术”科研项目（卞科校长、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四倍体泡桐种质创制与新
品种培育”科研项目(范国强教授)

河南理工大学“矿井瓦斯综合治理示范工
程配套技术的研究”科研项目（王兆丰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医
诊疗关键技术的创新及应用”科研项目（李建
生教授）

中原工学院“新型高效棉型精梳机”科研

项目（任家智教授）

2.改革开放40周年河南高等教育
十大突出贡献人物:

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牛书成
河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关爱和
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清义
信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宋争辉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付强
郑州科技学院董事长刘文魁
黄河交通学院理事长李顺兴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金台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丙义

3.改革开放40周年影响河南十大
教育人物：

郑州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
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小建
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孔留安
河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小林
河南大学教授、“感动中原”年度教育人物李申申

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董事长王淑芳
安阳工学院校长景国勋
河南永创教育基金董事长陈战勇

4.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际
影响力河南十大高校”：

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信阳师范学院

5.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内
影响力河南高校”（本科）：

郑州轻工业学院 中原工学院 新乡医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商丘师范学院 许昌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
洛阳理工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河南城建学院
河南工程学院 安阳工学院 新乡学院
平顶山学院 黄淮学院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信阳农林学院 河南工学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6.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内
影响力河南高校”（高职高专）：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开封大学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电气职业学院

7.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内
影响力河南十大民办高校”：

黄河科技学院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郑州财经学院
黄河交通学院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8.荣获“2018年度河南最具就业竞
争力品牌高校”：

河南中医药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郑州师范学院 安阳师范学院 许昌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安阳工学院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质量工程学院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9.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具有国内
影响力河南十大职业院校”：

郑州铁路技师学院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郑州市技师学院
郑州市商业技师学院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
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邓州市卫生学校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郑州绿叶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改革开放 40 周 年教育豫军总评榜公告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