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志雄

“ 明 月 几 时

有？”正在举行的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 传 统 体 育 运 动

会，给千年前的苏轼以答案：明月此

时有。56个民族 56朵花，花开绿城，

庆中秋迎国庆，五色交辉、缤纷灿

烂，八音合奏、和谐共鸣，与中秋的

圆月相得益彰。

圆月，寄托着全国各民族的梦

想：藏族同胞“寻月”，沿河流追月

影；蒙古族同胞“追月”，打马草原追

月亮；傣族同胞给月亮赋予人格化

的魅力，那个刚强的小伙子“岩尖”

化身月亮，在黑暗中给人们带来光

明……月亮寄托着全国各族人民相

通的人文思想：柔和清丽的和谐状

态、冲破黑暗的奋斗精神、普照大地

的共享价值、光明圆满的幸福愿景。

圆月行天光似旧，清辉落处事皆

新。高速铁路纵横交错、智能通讯四

通八达，“天涯若比邻”已不是意境，

而是真实的存在。参加运动会的各

民族健儿，随时都能通过手机和家人

“团聚”，分享快乐与甜蜜。就像几千

年来“追月”“寻月”从未停止一样，中

华儿女追求幸福的脚步一刻也未停

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团结奋斗，苏轼那句祝福“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将不是“但

愿”，而是必定。明月此时有，此时的

“圆月”必定长久。3

明月此时有
9月 12日晚，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部分运动员在郑州市陇海大院吃了一

顿特殊的团圆饭。陇海大院的街坊邻居们39年如一日，轮流照顾高位截瘫的高新海，曾当选
“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马涛

9月 13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中秋节，也叫团圆节。

这一天，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
相聚郑州，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各项比赛正精彩
上演。

中秋何所求？人月两团圆。当
民族大团结的运动会遇上中秋节，
各民族运动员是如何度过的呢？

当晚，大河锦江饭店的自助餐
厅装扮得很漂亮，小米摆画“中秋团
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活泼可
爱的“中中”在门口迎客，入驻酒店
的上海代表团成员围坐一起，共度
中秋、共庆团圆。

“今天是中秋节，下午比赛一结
束，我们就迫不及待往宾馆赶，参加
这次团圆的聚会。”上海代表团哈尼
族运动员白娟说，河南是华夏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古都郑州的节日气
氛很浓。“虽然身在异乡，但我丝毫
没觉得自己是‘异客’，反而感到大
家在一起很幸福。”白娟俏皮地

说，“在郑州过的这个中秋节真
‘中’！”

觉得“中”的可不仅仅是白娟。
山西代表团的回族女孩常虹回到酒
店的房间，床头摆放着用礼盒装好
的一块月饼和一个石榴，这是酒店
为她准备的中秋节礼物。常虹剥开
石榴，晶莹剔透的石榴籽紧紧抱在
一起，她吃了一口，真甜！

在河南天地粤海酒店，一场主
题为“相亲相爱一家人”的中秋茶
话会正在举办。当晚，四川代表团
的藏族小伙吉以衣朋特别兴奋，他
在当天下午的 52公斤级摔跤比赛
中获得一等奖。他正跟阿妈视频，
大声叫喊着：“阿妈，今天双喜临
门，我在中秋节得了一等奖。你
看，这里有月饼、有石榴，还有很多
点心，大家聚在一起，特别开心。”
吉以衣朋的兴奋感染了在场的所
有人，队员们和酒店工作人员共同
唱着《相亲相爱一家人》，手拉手跳
起舞来。

“这段时间，因为运动会，大家
聚在一起，互帮互助、团结一心，就

像一家人一样。”想起开幕式和民族
大联欢的盛大演出，吉以衣朋深刻
感受到团结的力量。

“来到河南，就回到了老家，我
们一定让他们感受到河南人的热
情、老家的温暖。”大河锦江饭店总
经理杨勇动情地说。为此，大河锦
江饭店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这场
中秋晚会，方案修改了一遍又一遍，
演练举行了一次又一次。

河南人的热情也体现在郑州市
幸福路陇海大院居民高新海身上，
高新海担心运动员在外孤单，特地
邀请维吾尔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
运动员到家里过节，欢歌笑语，幸福
满满。

老家河南欢迎您，中华民族
一家亲。当晚，各代表团都举行
了以欢乐、祥和、团圆为主题的联
欢活动。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在大河锦江饭店，联欢会结
束时，大家一起唱起了《我和我的祖
国》，悠扬的旋律久久回荡。③6

相聚郑州
这个中秋过得“中”

·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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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

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开幕还有 天22

本报讯（记者 李铮）9 月 13日是
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省委书记王国
生来到紫荆山宾馆，看望慰问参加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向他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王国生同大家亲切
交流，询问了解他们的比赛和生活情

况，征求对服务保障工作的意见建
议。他说，中秋节是团圆的节日，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民族大团
结的盛会，希望大家在这里充分感受
开放的河南、发展的河南、好客的河
南，在比赛中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
孙守刚、戴柏华一同看望慰问。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9 月 12 日，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
展 改 革 委 下 达 了 保 障 性 安 居 工 程
2019 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我省 106 个项目获得投资计划
9.9 亿元。

“住有所居，安居宜居”是万千家
庭的共同心愿，保障性安居工程涵盖
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
房改造和游牧民定居工程。今年以
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下达了保障
性安居工程 2019 年第一批、第二批、
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我省累
计获得保障性安居工程 159 个项目
42 亿元投资计划。此次国家发展改

革委下达了保障性安居工程 2019 年
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隶属保
障性住房建设范畴，我省列入本批计
划的主要是平顶山市卫东区东安路
街道办事处建东小区老旧小区一期
改造等 106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按照要求，列入本批计划的项目，
均纳入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监管体系。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委
将对所有项目实施在线监测，定期对
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公
开评价结果，并作为后续投资安排的
重要参考。③5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全国政协9
月 12 日在京召开网络议政远程协商
会。本次协商活动以“加大白色污染
防治力度”为主题，委员们在分会场或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远
程协商会并提出要求。省政协主席刘
伟、秘书长王树山出席河南分会场活
动，部分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在河南分
会场参加远程协商讨论。

与会委员认为，白色污染防治工
作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近年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实施“限塑
令”，推动白色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提升
思想认识，细化相关措施，完善工作机
制，发挥科技优势，总结推广经验，进
一步加大白色污染防治力度，为人民

群众营造更加优美的生活环境。
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张广东、沈开

举在河南分会场作了发言。张广东
建议完善管理体制，多措并举减少医
疗废物总量，提高医疗废物科学化处
置水平，强化执法监督，进一步做好
医疗机构白色污染防治工作。沈开
举提出，要把白色污染防治纳入法律
调整范围，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必要的
执法措施，让违法者付出更高的违法
成本，培养公民良好的环境法律意
识。省政协常委李莉荣通过视频连
线，介绍了南乐县发展生物基材料产
业、推进“禁塑令”有关情况。针对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她建议制定
关于生态产业的国家标准，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以质优价廉的可降解产品代替塑料
制品，为白色污染防治作出更大贡
献。③9

王国生看望慰问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运动员等

保障性安居工程2019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下达

9.9亿元投向我省老旧小区改造

住豫委员参加全国政协远程协商会
围绕“加大白色污染防治力度”建言献策
刘伟在河南分会场出席

9月 12日，第二届中原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洛阳开幕。本届博览会以
“文旅河南 出彩中原”为主题，全面展示了河南文化旅游特色产品。图为观众在
现场欣赏灵宝皮影戏。⑨3 黄政伟 摄

遥感作“天眼”农业更智慧

开封市中医院

全国地市级中医院传承创新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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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姬姣姣

9月初，一则好消息传来：文化和
旅游部发布公告，对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名单进行公示，焦作市修武
县成为我省入选的三地之一，并在验
收认定中排名全省第一。作为焦作市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的“排头兵”，修
武县“挑大梁、打头阵、创特色”，为全
市创建工作打响“第一炮”，令人振奋。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县（市）
区是主力军。按照“抓县推市、县级突破、
市级收官、整体推进”的总体思路，焦作市
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市县联动，高标准推
进创建工作。修武县带好头做示范，其他
县（市）区将采取有力举措梯次跟进到位。

在博爱县，依托青天河、月山寺、
1.3万亩的人工栽培竹林等资源，打好

“山、水、竹、寺”四张特色牌，打造“山
区、城区、乡村”三大板块，构建“景城
一体、景域一体”的旅游大格局。

在温县，碧水环城城入画中，晚
霞映拳拳影绰绰。该县深入推进“太
极+”“旅游+”，将名拳、名药及环城水
系、生态林带等人文、自然资源串珠成
链，让全域旅游焕发新的光彩。

在解放区，百年历史老街焕然一
新，沿街建筑精致古朴。该区在保持原
有建筑特色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原有
楼体进行统一改造，以质朴青砖为主材
料，打造别具老街区韵味的文化秀场。

行走怀川大地，全市上下“一盘棋”，
把焦作作为一个大景区，整体安排部署，
综合统筹施策。“我们以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市为目标，依托‘太极圣地’‘山水
焦作’品牌，全域规划、整合资源，实施旅
游十大引领工程，全力打造‘世界太极

城·中原养生地’，加快建设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焦作市政府主要领导说。

“来大沙河畔看骏马英姿、蓝天碧
水、红霞满天。”焦作市民李强在朋友
圈配图写道，引得友人纷纷点赞。

大沙河是焦作的母亲河。近年来，
焦作市对大沙河开展综合治理。随着大
沙河城区核心段景观的相继建成，大沙
河沿岸将成为一条生态与文化、景观与
水利、旅游与观光、健身与休闲相结合的
生态景观带、城市旅游带、经济增长带，
补齐焦作城区全域旅游发展短板。

从景区到城区，从生态廊道到城市
水系，从文创项目到特色小镇，一个个
大项目立起全域大旅游骨架，产业创新
融合态势显现。据了解，焦作市谋划实
施全域旅游重点项目 103 个、总投资
1097亿元，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各
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

盘活好山好水，焦作市勾勒出全域
旅游生生不息的大美画卷，文旅市场释放
巨大能量：2019年上半年，全市接待游客
2761.58万人次，同比增长11.05%；实现
综合收入227.54亿元，同比增长11.8%。

9月16日，焦作市将迎来两年一届
的“一赛一节”（第十届中国焦作国际太
极拳交流大赛暨2019云台山旅游节），
节会搭台、经贸唱戏，围绕康体养生、文
化旅游等新业态，一批综合效益好的大
项目，将带动该市全域旅游迈上新台阶。

全域旅游画卷惊艳展开，四面八
方宾朋纷至沓来。焦作市委主要领导
说：“要把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作为打
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的开路先锋，作
为推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
展的重要载体，持之以恒抓下去，不达
目的不罢休，不见成效不收兵。”②44

焦作勾勒全域旅游大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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