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新闻

河南新闻│052018年7月2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冯军福 美编 党瑶 实习生 胡冰洁

●● ●● ●●

7月1日起
手机流量“漫游”费取消
全省用户每月节省一亿元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李绍巍 褚云鹤

诵读经典，重温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把课堂搬到舞台上，思政课
实践教学文艺汇演展示青年学子的责任与
担当……“七一”前夕，我省高校开展特色
思政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 97周年，青年学子们在润物无
声的教育活动中坚定了理想信念。

诵读经典 传承红色基因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
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
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
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

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
国……”一首诗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
国》，听得同学们壮志在胸、激情澎湃。

亲近经典、爱我中华。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97周年，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信息科学学院开展了“郑航人·朗读者”经
典记忆朗读活动。

6月30日，记者在该校了解到，本次活动
包括教师线上朗读和学生线下比赛两部分。
线上朗读围绕“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
人”的主题，郑州航院信息科学学院党总支书
记李胜伟等教师朗读了《人民万岁》《做一个
战士》等经典作品；线下比赛现场，学生朗读
者们带来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厉害
了，我的国》等作品，振奋人心、饱含情感的诗
句唤起了大家心中的爱国热情，传递了进取
奋斗的力量，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

别样思政 点燃青春梦想

“这场文艺汇演是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
课，感觉还没看过瘾就演完了。无论多么优
秀的PPT都无法代替生动的演绎。”6月 30
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吴金柯同学说。

吴金柯所说的这堂别开生面的思政
课，是学校举办的“让信仰点亮人生”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思政课实践教学文
艺汇演。此次汇演由该校思想政治理论教
学部联合校团委举办，师生们以舞台剧、诗
朗诵、情景剧、舞蹈等形式，展示了该校思
政课改革的成果。

舞台剧《信仰的味道》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激励和引领下，陈
望道沉醉其中，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竟

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甚至感觉
墨比糖还要甜；舞蹈作品《八女投江》，表现
了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敢于与日军血
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情景
剧《粮票的故事》，它以春晚小品做引子，展
现了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社的学习活动
历程，以小见大，表达了时代变迁与社会发
展的大主题，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
担当。此次文艺汇演是该校思政课教学改
革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通过出“实招、硬
招、良招”，该校正在努力将思政课打造成大
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

此外，河南工业大学开展了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新乡医学院举
办了“思政杯”概论课主题实践教学展演活动，
为大学生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③7

本报讯 日前，我省启动“孝亲敬老 传承美德”典型故
事征集活动，公众可通过提交微视频，讲述身边孝亲敬老典
型人物的感人故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尊老典型，
讲好敬老故事，传播老年声音，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
老龄事业的浓厚氛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
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委老干部局、省
精神文明办公室、省民政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团省委、省
妇联、省敬老助老总会启动“孝亲敬老 传承美德”典型故事
征集活动。

据介绍，本次典型故事征集内容为孝亲敬老感人故事，
须为实例、实情、实景。请登录“金色老年网·孝敬网”下载
报名表。故事以微视频形式征集，时长 5至 10分钟，要求
微视频用U盘存储，装入信封内，于 7月 31日前与报名表
一并快递至河南省敬老助老总会，信封上请注明“孝亲敬
老 传承美德”典型故事征集活动。邮寄地址：郑州市郑东
新区地德街 16号河南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二楼河南省敬老
助老总会。

评选采用评分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活
动设特别奖、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将
参加河南卫视《金色梦舞台》“孝亲敬老 传承美德”典型故
事征集活动特别节目录制。③5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宋敏）继 6月 10日全线“洞通”后，郑州
地铁 5号线工程又完成一里程碑节点。6月 30日，记者从
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获悉，随着文（化路）花（园路）、花
（园路）经（三路）、经（三路）未（来北路）三区间轨道同时合
龙，郑州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顺利实现全线“轨通”（即轨道
贯通），当天也是5号线工程进入轨道施工阶段一周年的日
子。

郑州地铁5号线工程是郑州市线网规划中唯一的一条
环线，线路沿黄河路、黄河东路、商务外环路、龙湖外环路、
盛和街、心怡路、经开第十大街、航海路、桐柏路和西站路布
置，共设车站 32座，其中换乘车站 18座。5号线工程是实
现新老城区无缝衔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线路，建成
后郑州地铁将实现网络化运营。

5号线工程铺轨总里程93.6千米，自2017年 6月 30日
开始正式铺轨。该工程首次将CPIII高精度测量技术应用
到郑州地铁施工中，大大提高了轨道施工精度。在 5号线
工程施工过程中，轨道施工单位统一安装了城市轨道调度
监控系统，实现了地上地下语音、数据同步，通过移动终端
就能实时掌握施工动态，及时进行隐患排查。目前利用该
系统累计消除大小隐患 339次，将有效保障轨行区行车安
全。

5号线工程实现“轨通”后，将大大促进后续区间风水
电安装、供电等系统专业施工进度，为实现今年年底空载试
运行目标创造有利条件。③7

郑州地铁5号线
全线“轨通”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 月 29
日晚，“给党唱支生日歌”大型系列
文化活动之主题歌会在郑州举行。

当晚的演出精彩纷呈，一曲大
提琴独奏《国际歌》拉开了演出序
幕，紧接着小提琴独奏《红军战士想
念毛泽东》、女生二重唱《映山红》、
男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合唱
《不忘初心》等陆续上演，深情地歌
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祖国、歌
颂美好的生活。

目前,全省有 24000多名驻村第
一书记奋战在全省脱贫攻坚第一
线。作为歌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办方特别邀请了驻村第一书记代表
走上舞台，和主持人共同演唱了专
门为其创作的歌曲《在田野 在山
岗》，生动再现了他们和村民朝夕相
处、同吃同住的生活情景。最后，演
出在《前进吧，中国共产党》雄壮激
昂的合唱声中结束。③9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6 月 29 日，义马市新区办事处千秋村
94岁的党员魏祖鹤一家人，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党在我心中·重温入党誓词”家庭
活动，共同庆祝党的97岁生日。

佩戴好党徽，魏祖鹤老人和同是共产党
员的儿子、儿媳、孙子一起面对鲜红的党旗，
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再一次接受了党性洗礼。

“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嘱托，教育后
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信念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终生。”魏祖鹤老人说。
魏祖鹤 1924 年 10 月出生于确山县。

1937年“七七事变”后, 在驻马店小学进步
老师的指导下，魏祖鹤和 12名小姐妹组成
抗日宣传队，手举“募捐队”小红旗，上街唱
抗日歌曲，挨家挨户募捐支援抗战。

“半年多的时间就募集了一万多块银
元，都够买一架战斗机了。”魏祖鹤说，学校
还因此专门召开了一个“胜利完成募集一架
战斗机表彰大会”，表彰她们的成绩。

1946 年，魏祖鹤高师毕业后在家乡当
小学教师。在家庭的熏陶和进步老师的影
响下，1949年 5月她毅然到武汉报考了湖北
革命大学，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50年 1
月她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陕

州地委，先后在陕州、渑池工作。
参加革命后，魏祖鹤就积极申请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7年 7月，就在党组织准备安
排她入党宣誓时，上级通知：各级党组织暂
停培养、发展新党员。

这一等就是 46年。2003年 6月，79岁
的魏祖鹤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来，魏祖鹤对党矢志不渝的情感，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老人全家22口
人中，10人是共产党员。

“我长大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小
重孙激动地说。

家人们也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坚定理想
信念，不忘初心跟党走，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立足本职、扎实工作、做合格党员。③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鲜红的党
旗从南湖的红船上升起，东方巨轮盼
来了领航的舵手……”6 月 29 日晚，
由省文化厅主办、省文化馆承办的“红
心向党”——庆“七一”文艺晚会在省
文化馆小剧场举行，给党员群众带来
了一场文化盛宴。

整场晚会主题鲜明、寓意深刻，演
出节目类型丰富，包括独具中原文化
特色的豫剧、戏歌、河洛大鼓以及充满
活力和个性的小品、少年街舞等。当
晚，一曲动感的歌舞 《中国龙》《流金
岁月》拉开了演出序幕，紧接着，歌曲
《满意大中原》、戏歌《沁园春·雪》、小
品《找的准》、女声独唱《出彩的中国》
《领航中国》、河洛大鼓《十九大颂歌》、
少年街舞《红旗下的我们》、豫剧清唱
《大登殿》等轮番上演，将晚会推向一
个又一个高潮，现场掌声、喝彩声不
断。

最 后 ，晚 会 在 服 饰 与 歌 舞《旗
帜》的激情旋律中落下帷幕。整场
晚会充分展示了时代风采，凝聚了
正能量，表达了对党、对祖国的热爱
和祝福及对今天美好生活的珍惜和
感恩。③7

我省启动“孝亲敬老 传承美德”
典型故事征集活动

“七一”前夕，我省高校举办特色思政教育活动

让信仰点亮青年学子的人生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 月 1日，记者
从河南省南水北调办了解到，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今年 4月以来首次向北方进行大规
模生态补水，到 6月 30日全面完成补水任
务，累计向北方补水8.68亿立方米，其中向
我省补水5.02亿立方米。

据介绍，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
如果丹江口水库水量丰沛，在保障沿线城
市饮用水供应之外，可以向沿线地区进行
生态补水。也就是说，在丹江口水库水量
足够多的情况下，沿线受水地区用水除饮
用外，还可以用来改善本地水生态环境。
过去五六年，丹江口上游来水量少，属于枯
水期，自去年秋天起，丹江口库区来水量变
大，进入丰水期。针对汉江水情和丹江口
水库水位偏高等实际情况，水利部决定，今
年4月至 6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次正式

向北方进行生态补水。
从 4月 17日起，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

通过18个退水闸和4条配套工程管道向我
省进行生态补水，惠及南阳、漯河、平顶山、

许昌、郑州、焦作、新乡、鹤壁、濮阳、安阳等
10个省辖市和邓州市。我省受水区各地围
绕“多引、多蓄、多用”的原则，完善优化补
水方案，科学调度，加强巡逻，确保补水安
全。6月 30日，省内沿线退水闸全部关闭，
生态补水任务全部完成。据统计，两个多
月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我省生态补水
5.02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生态补水明显改善了我省水
生态、水环境。通过补水，我省沿线受水地
区地下水位明显上升，河湖水质得到显著
改善，沿线群众对生态补水带来的幸福感
普遍增强。

今年生态补水，南阳市受水最多，白河
城区段，清河、潘河方城段河流水质得到明
显改善。6月 28日，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白河退水闸，丹江水从闸门呼啸而过，流入

白河河道中。下游白河湿地公园内荷花盛
开，市民们纷纷在水边、荷花旁留影。在白
河光武大桥附近，63岁的市民杜先生正在
钓鱼：“最近白河水质明显变好，钓起来的
鲫鱼浑身白亮亮的。”

在平顶山市，北汝河、沙河、澧河水量
明显增加，白龟山水库生态景观明显改
善。许昌市则利用生态补水对当地河湖水
系水体进行了置换。在省会郑州，今年5月
20日，丹江水首次流入尖岗水库，并经尖岗
水库流入金水河和贾鲁河，水库及河道水
质显著改善。焦作市置换了市区龙源湖的
全部水体，为当地居民创造了更好的休闲
环境；修武县郇封岭地下漏斗区水位明显
提升。安阳市安阳河、汤河水质大为改善，
由补水前的Ⅳ类、Ⅴ类水质提升为Ⅲ类，受
到沿线群众欢迎。③7

南水北调首次向北方大规模生态补水结束

我省接受生态补水5.02亿立方米

8.68亿

亿5.02

向北方补水
8.68亿立方米

向我省补水
5.02亿立方米

94岁党员带领儿孙重温入党誓词

我省举办“红心向党”
庆“七一”文艺晚会

“给党唱支生日歌”
主题歌会举行

▲6月 30日，宝丰县纪委监察委组织党员干部来到该县
解放广场烈士陵园、解放纪念馆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激
励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⑨3 王双正 摄

◀6月 29日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讴歌党
的丰功伟绩，郑州市公安局在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举行“旗帜
领航 初心不忘”大型合唱比赛活动。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通讯员 王雪红）6 月 30 日，
记者在三门峡市义马开祥化工有限公司厂区二期工地
上，看到考古人员正在仔细地清理棺椁上的黄土，一件
青蓝色铜器的一角慢慢地展现出来。当天，河南省考古
团队宣布，在义马开祥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发掘春秋时期
土坑墓葬 21 座、马坑 6 座，出土铜、陶、玉等各类文物近
500件。

“正在发掘清理的M93大墓，是目前这个墓群发现的
级别最高、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大墓，在椁室内发现四
鼎四簋，以及铜方壶、铜盘等青铜礼器，椁室四周及棺盖
板发现有铜鱼、铜翣（sha）、石贝、陶珠等荒帷（俗称棺罩）
装饰。”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海青介绍
说。

据悉，2017年 7月，义马开祥化工有限公司二期厂区
进行文物考古勘探时，发现有古墓葬文物遗存，三门峡市和
义马市文物部门随即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因
该地原名上石河村，故命名为上石河村墓地。目前，该墓地
已清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 21座、马坑 6座，出土铜、陶、
玉等各类文物近 500件。21座墓葬中，20座发现有椁有
棺；6座马坑共清出28匹马。

经考古专家初步分析，该墓地墓葬排列有序、保存
基本完整、布局规律清晰，有着较为严格的埋葬制度，是
三门峡地区继上村岭虢国墓地之后发现的又一处较大
规模的春秋早中期小型贵族墓地，可以填补崤函古道上
春秋时期中小型贵族墓地的发现和研究空白，为研究豫
西地区春秋时期的葬制和葬俗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
料。③7

义马发现一处
春秋贵族墓群

庆“七一”颂党恩

本报讯（记者 陈辉）7月 1日起，手机流量“漫游”费正
式取消，省内流量自动升级为国内流量（不含港澳台流量），
全省用户每月因此减少通信支出共1.07亿元。

7月 1日，记者从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电信获悉，
三家运营商均已实现省内流量自动免费升级为国内流量
（不含港澳台流量），用户无需去营业厅现场办理。目前，三
家运营商按照集团公司统一安排，已累计梳理各类套餐产
品 24542个，实施产品改造 6175个，产品描述修改 16505
个，确保了如期完成取消流量“漫游”费。经测算，取消“漫
游”费后，全省手机用户每月减少通信支出1.07亿元，切实
享受到提速降费的政策红利。

省通信管理局表示，随着流量“漫游”费的取消，下一步
将鼓励基础电信企业推出大流量套餐等流量降费举措，持
续降低移动流量平均单价，降低家庭宽带资费、国际及港澳
台漫游资费。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