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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周慧婷

9月 19日，穿过位于洛阳市吉利区黄河湿地内的木
栈道，来到黄河边，只见一侧大河奔流，另一侧林茂草
密，成群的鸟儿在岸边栖息、觅食。

吉利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黄河流速
缓慢、水质清澈，248 种鸟类在此栖息。家住在黄
河岸边的张素琴没想到，黄河湿地这两年变得这么
美。

“以前，河边有不少养殖场，一刮风都能闻到臭味，
河道里的砂石场灰尘飞扬……”张素琴说，“加强生态保
护后，湿地变化很大，村民也开始自觉保护母亲河了，要
给子孙留住绿水青山！”

2017年以来，吉利区着力打造黄河中下游最具特
色的湿地生态示范区，坚决打击各种破坏湿地的违法行
为，恢复林、水、苇一体化和湿地自然景观，湿地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下一步，我们将高质量做好黄河湿地保护
工作，让‘看得到万佛山、望得见黄河水、存住白鹤记忆、
留下吉利乡愁’成为现实。”吉利黄河湿地保护区项目负
责人表示。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9月 18日，温孟滩如诗如画。远眺，林木葱郁，堤坦
坡顺；近看，成片的玉米、花生错落有致，丰收在望。

“变化太大了，都认不出来了。这是原来做梦都想
不到的，现在都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曾参加过温
孟滩治理的治黄工作者关掌印，阔别 20余年后再次回
到故地，不禁发出感叹。

温孟滩是位于孟州市和温县境内的黄河滩区的统
称。关掌印说，这里曾经随黄河水势，时水时滩，时草时
田，险情不断。黄河大堤以南，一片荒漠，风起沙飞，杂
草丛生，荒凉不堪。

经过数十年治理，温孟滩变了模样：淤滩改土使荒
滩变良田；风景如画的王园路贯穿其间，成为移民群众
生活的幸福路；防洪工程坝岸整齐，两侧防浪林、适生
林、生态林郁郁葱葱，堤肩堤坡绿草盈盈；太极文化苑、
黄河文化苑等文化景观点缀其间，形成了沿堤景观长廊
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温孟滩的美丽蝶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温
孟滩，亲近大自然，赞美山河壮丽，感受时代变迁。③9

□本报记者 杨凌

9月 19日，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解说员荆
丽丽一上班就接待了一个中学生参观团队。“作为
我省首家国家级湿地公园，它集湿地恢复保护、科
普宣教、科研监测等功能于一体，自 2012年建成
免费开放以来，已成为人们亲近黄河、认识湿地、
体验黄河文化的好去处。”荆丽丽说。

在这里工作了 8 年的荆丽丽每年都要接待
70多个参观团队，给游客宣讲湿地知识，教育引
导大家保护好母亲河。“我们对黄河生态实行严格
保护，安装了监控，在候鸟迁徙期、冬季防火期和
黄河调水调沙等敏感期会实行闭园管理。”荆丽丽
介绍，“这些措施为水禽繁衍营造了良好环境，现
在来此栖息的鸟类已从建园时的 58 种增加到
114种。”

在黄河南岸，记者看到，几只美丽的灰鹤正在
河边嬉戏，作为我国三大候鸟迁徙通道的中线，这
里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停歇地。

荆丽丽同时还负责湿地公园志愿服务站的工
作。据了解，开园以来，已经有近5万名志愿者来
到这里开展环保科普宣讲、环境清理等服务。③3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曹川

9月 19日，黄河滩区迁建村原阳县官厂镇吕
庄村的旧宅复耕工作已接近尾声，施工现场仍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240多亩老村旧宅基地已
基本平整完毕，具备了种植作物的条件。

官厂镇滩区搬迁项目安置区总建筑面积为
35.31万平方米，中小学、卫生所、养老院等公共配
套设施一应俱全。吕庄村等 8 个村庄 1676 户
6264名村民搬出滩区，住进了这个现代化社区。
迁建后的老村正在有序进行科学复耕，复耕面积
达1800亩。

“明年开春，我们要试种五彩油菜，让这里变
成一片花的海洋！”官厂镇副镇长黄新胜说，县里
专门引进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探索发展特色
种植产业的路子，以实现让黄河滩花果飘香的“绿
色梦”。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带领群众圆‘致富梦’。”
黄新胜说，滩区变美了，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农业
观光产业，能快速聚集人气和财气。到时候，滩区
群众不但可以每年领取土地流转金，还能在家门
口就业，收入将成倍增加。③8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今年 80岁的侯荣书是济源南山林场的退休工人。
在他心目中，守山护林就是呵护母亲河。

“以前，荒山秃岭不挡水，下大雨黄泥水顺着山坡就
流进黄河了。”9月19日，侯荣书说。

黄河难治，根在泥沙。济源山区面积达总面积的
80%以上，历史上水土流失严重。济源人发扬愚公移山
精神，扛起镢头，让荒山染绿。

侯荣书一家三代造林的故事就是济源绿化荒山的缩
影。1989年，侯小中从父亲侯荣书手中接过了种树的镢
头。今年，儿子侯鹏鹏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一名林业人。

“有了无数人的艰辛努力，荒山才变青山，我们要守
好这片父辈们培育的林海。”侯鹏鹏告诉记者。

几代济源人艰辛奋战，10年改造 10万亩困难地，
让大山成为涵养水源的“水库”。目前，济源近 70万亩
人工林每年可增加涵养水源 5000万立方米，减少水土
流失 80万立方米，黄河主河道济源段的水质常年定性
评价均为“优”。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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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9月 19日，记者跟着三门峡拍鸟人张明云来到位于
黄河边的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小安村的一个拍鸟点。

张明云指着一棵杨树上的鸟窝说：“最上边的是黄
鹂的窝，中间的是发冠卷尾鸟的窝，下面的是寿带鸟的
窝。它们春节过后相伴着来这里，9月一过，就飞走了。”

张明云亲眼见过这些鸟联合起来驱逐天敌的场面。
“黄鹂在树梢一叫，发冠卷尾鸟和寿带鸟就立即起飞，一会
儿就把灰喜鹊等入侵者赶得远远的。”拍鸟点是村民郭小
狗的家，他在家旁边围了个鱼塘，每天都会有十几种鸟聚
在这里栖息。张明云有一次将在这里拍到的鸟发到了微
信朋友圈，引得全国各地的几千名“摄友”都跑来了。

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段是全省面积
较大、类型多样的重要湿地。近年来，三门峡市不断加
强对黄河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在恢复，
当地发现的鸟类从243种增加至279种。③8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9月 19日，引黄入冀补淀渠
首闸处，流经濮阳县渠村乡的黄
河水在这里拐了弯，经过闸口一
路北上。工作人员 24小时不间
断巡堤查险，每次经过这里，总
要驻足停留。

沿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干渠，
黄河水跨越我省濮阳市与河北6
市，最终汇入雄安新区腹地的白
洋淀。自 2017 年 11月 16日试
通水后，该工程就承担起冬季为
河北沿线生产、生活、生态补水
的任务。

“这是工程首次启动秋季供
水，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濮阳
市引黄工程管理处副主任张玉军
已沿干渠奔波数日，他介绍，本次
供水始于8月 26日，但黄河调水
调沙期刚过，渠首闸淤塞严重。

濮阳市水利局协调组织该
市引黄工程管理处、河务局，联合
河北省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管理局
河南建设部，开足马力保证“尽早
输水”。4台水陆两用挖掘机、3
条挖泥船、300余名工人昼夜不
停，沉沙池开放全部条渠引流沉
沙……仅10天时间，就提升了引
水流量，满足了河北用水需求。

无论秋冬，濮阳“渠首”都
全力以赴，保障一渠清流送雄
安。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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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9月 19日，开封市祥符区刘
店乡黄河滩区万亩万寿菊扶贫
基地成一片花的海洋。数十名
采摘工胸前挂着篮筐，正在采摘
菊花。

2018年 3月，刘店乡在黄河
滩区内建设了“万亩万寿菊扶贫
基地项目”，总体规划流转耕地
10万亩。项目区内的 4个村共
有贫困户 372户，全部参与了此
次土地流转，以土地入股，每亩
地每年分红不低于 800 元。贫
困户通过金融扶贫贷款资金，以
育苗温室大棚入股，每年可分红
3000元。

正在摘花的耿玉荣住在十
多公里外的大高店村，“摘花一
天能挣七八十块钱，我一有时间
就来。现在的日子过得好着
哩 ！”据 估 算 ，每 年 基 地 需 要
4000人采摘作业5个月，预计每
人可增加收入5000多元。

未来，刘店乡还计划在这里
打造集休闲、采摘、餐饮于一体
的生态旅游业。

“这万寿菊真是开在黄河滩
区的‘致富花’啊！中国开封菊
花文化节今年将首次在刘店乡
设立分会场，我们的万亩花海将
迎来更多客人。”刘店乡党委书
记朱登斌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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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河宁，天下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全面阐释了“共
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重要思想，就新形势
下加强黄河治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作出重
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加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和行
动指南，在全省尤其是沿黄地市党员干部中引发了强烈
发响。

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苦干实
干，久久为功，把黄河治理保护好，让我们的母亲河永葆生
机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强调，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黄
河保护好、治理好、发展好！”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说，近年
来，新乡按照“以黄河生态环境、中原绿色资源为基础，协
调发展大生态、大农林、大健康、大科技、大文旅产业，将沿
黄生态带建设成中原绿色生命线、郑新融合发展脉、黄河
文化传承轴、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的定位，已编制完
成沿黄生态带发展规划，开工建设 70公里沿黄岸线、420
平方公里示范段以及40个重点生态建设项目。张国伟表
示，新乡将进一步提升沿黄生态带建设的标准，为我省建
设沿黄生态带探索经验、树立标杆。

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表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历史上黄河曾造就开封八朝古都的荣光，哺育了焦裕禄等
一代代勇敢坚毅的黄河儿女，也带来了“头上悬河”、地下

“城摞城”的奇观，磨砺了生生不息的黄河文化。近年来，
开封围绕保护黄河生态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成功实施了一
系列引黄调蓄、湿地保护等工程。下一步，我们将牢牢抓
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机遇，坚决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重要指示，深入
研究开封在黄河流域城市中的独特优势，积极与国家和省
战略规划衔接，强化黄河湿地及水源地保护等相关工作，
着力发展低碳环保生态经济，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为保护母亲河作出新的贡献。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战伟表示，落实好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济源
责无旁贷。张战伟说，济源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保护黄河水生态、水环境，从根本上为黄河筑牢生
态屏障；加快推进小浪底北岸灌区配套工程建设，促进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坚持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
涵的时代价值，讲好济源黄河故事；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
神，咬定目标、苦干实干、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做好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不
懈奋斗。

三门峡市市长安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就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等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指路领航、把关定向，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们倍感责
任重大。三门峡因河而生、依河而建，黄河自三门峡流入中
原，为我们留下了2.85万公顷的湿地，成为最为宝贵的生态
财富。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把黄河生态保护作为
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样板和培育城市核心
竞争力的有力抓手，不断加强生态保护立法，加快推进沿黄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全面加强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努
力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把黄河三门峡段的生态环境保护好，
努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沿黄水生态，以抓绿色发
展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增光添彩。

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说：“焦作地处黄河‘悬河’的起点、
黄土高原‘终点’的特殊区位，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与周边联动，推动沿黄产业高质量
发展。”徐衣显表示，对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焦作将
重点抓好三大工作：一是推进生态共建。抓好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修复试点，加快推进“四水同治”、小浪底北岸等工
程，深入推进黄河治理。二是促进文明传承。以实施“两
山两拳”战略为抓手，融合黄河古文明和现代文明，携手郑
州等推进沿黄生态走廊等建设，打造全国黄河生态文明示
范区。三是推动产业提升。立足沿黄产业优势，推进华夏

幸福产业新城提质发展，启动黄沁河金三角地带规划建
设，统筹抓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
生态产业示范带。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
千秋大计。洛阳市副市长王军说，洛阳是黄河重要流经
区，穿城而过的伊洛河是黄河一级支流。2016 年以来，
洛阳市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实施“四河
同治、三渠联动”，统筹推进水、城、山、田、园、林、路等综
合治理和提升。加大对黄河、伊河、洛河等河流沿线的全
面绿化，着力打造“水清、岸绿、路畅、惠民”的沿河生态
风光带。“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要求，在做好黄河生态保护的同时，发挥河洛地区文
脉相亲、生态相融的优势，推进生态保护与文化融合发
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推动黄河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定了我们在黄
河滩区大力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的
信心与决心。”濮阳市林业局局长晁自强表示，濮阳境内黄
河流域面积约占全市面积的一半，必须抓住土地沙化严
重、生态稳定性脆弱等“痛点”，更好地发挥林业在改善生
态环境中的积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把黄河滩区作为林
业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以黄河堤防为轴线，规划建
设长约150公里、宽500米的防护林带，建设面积力
争达到 10万亩；加强黄河湿地保护，实施退耕还
湿还草，使市域黄河湿地保护率达70%以上；结
合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积极发展森林游、黄
河生态游，促进农民增收致富。”③9

（记者 李虎成 童浩麟
王小萍 陈学桦 张海
涛 田宜龙 王映）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议——

苦干实干 久久为功 为保护母亲河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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