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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6日上午，记者来到河南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02室，看到一
位满头银发的老者正对着电脑聚精
会神地工作。他，是81岁的退休教授
高明乾，国庆假期，他除了 10月 1日
上午在家收看阅兵仪式，剩下的时间
基本都交给了这间小小的办公室。

“新书在年底前要正式出版，我得
再多检查几遍。”虽然有面肌痉挛、老年
手颤等病症，高明乾仍坚持用3年多完
成了《河洛方言通释》，通过近23万字
和301幅手绘形象图等，记录了102种
动物、130种植物、109种器物和66项
人文觅踪，注释方言1192条。

退休20多年来，高明乾把生物学
与古代文学、语言学、音韵学等有机结
合起来，先后完成了《诗经植物释诂》
《诗经动物释诂》《植物古汉名图考》等

十多本专著，还参与编纂《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植物分典》，为这一国家重
大文化出版工程作出了贡献。

目前，高明乾正与出版社共同谋
划，准备用图书“穿越时空”，生动呈
现《诗经》等古典文学名著中的草木
鸟兽，唤起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热爱。“我刚过80岁，是个‘80后’，
我的干劲足着呢！”高明乾说。

退而不休，老有所为。在河师
大，还有一大批像高明乾这样可敬可
爱的“80后”。

83岁的曾祥芹教授，专注于实用
文章学和汉文阅读学研究，平均每年一
本专著，高产又高质。今年3月，他用
时5年完成的100多万字的《曾子文章
学》（全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81岁的吕友仁教授，2018年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孔颖达
〈五经正义〉中疏与注的关系研究》，以
10篇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43万字书

稿作为最终成果，成为同批次 315个
项目中仅有的15个优秀项目之一。

86 岁 的 退 休 校 医 梁 声 翕 ，从
1996年开始，将为数不多的退休金用
于资助贫困学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已
累计捐出40余万元。

84岁的张庆芝教授，是大学生素
质教育报告团的一员，多年来活跃在
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同时也在持续
指导青年教师成长，不断为学校发展
献计献策。

徐国治、魏天俊、包月昭……河师
大党委书记赵国祥介绍，该校 900多
名离退休教职工中有240多人的年龄
在 80 至 90 岁。这 240 多名“80 后”
中，又有超过100人或坚持科研教学，
或为学校发展奔走，或投身公益事业，
尽自己所能为社会贡献力量。

为啥河师大有这么多可爱的“80
后”？

据了解，河师大每年划拨100多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改善离退休教职工的
活动条件，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专门
建设了老年活动中心，开辟了舞蹈室、
网球场、门球场等室内外活动场地；聘
请新乡知名专家前来授课，开设了合
唱、绘画、太极拳等课程，组建了18个
娱乐团体；建立了14个党支部，让离退
休党员定期不定期参加组织生活，经常
接受组织教育、感受组织温暖。

“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思想
上关心，让我们这些老教师心情好、
身体好、觉悟高，有能力有意愿继续
发挥余热！”年近七旬的渠桂荣教授
同样仍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她认
为，思考和工作，是河师大“80后”群
体健康长寿的秘诀。

“我要向他们学习，用更加积极
的态度面对工作和生活，不断为社会
创造价值，将来也像他们一样成为可
爱的‘70后’‘80后’‘90后’。”渠桂荣
说。③8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正坐在路
边长椅上自拍，突然从身后树林里蹿
出两个“绿林大盗”，手提大刀，叫嚣着

“交手机不杀”，当你不知所措时，一位
素衣“少侠”持剑而至，刀光剑影间，

“大盗们”落荒而逃；正闲庭散步路边
赏景，一把弯刀不知从哪儿突然横到
胸前，一“恶霸”虎背熊腰、凶神恶煞，
管你要“买路钱”……这不是电视剧里
的桥段，而是记者在开封大宋武侠城
中的亲身经历。

“这叫互动式表演，像这样的表演
全园共有 55组。”10月 5日，该景区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演出是流动性
的，演员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在你身边
上演一场好戏。”

比如，你可能正在名叫“野猪林”
的树林中休息，突然就看见“鲁智深”
拎着禅杖和“董超”“薛霸”在旁边乒乒
乓乓地打了起来。

在大宋武侠城里，像这样的“江湖
故事”随时都在上演。

刚一踏入景区大门，身着宋服的
检票人员的一声“大侠好”，就让你仿
佛来到武侠小说中的世界。你会发

现，“杨过”“林冲”“鲁智深”“李逵”“石
秀”，这些小说里的江湖侠士与你擦肩
而过；路边小店里，“孙二娘”正冲你招
手，让你快来品尝刚出炉的灌汤小笼
包；“武松”刚和你拍完合影，就冲进路

边的酒楼里与“蒋门神”厮打在一起。
九龙瀑、十字坡、狮子楼、郑记肉

铺、快活林等小说里的地方，都在这里
一一呈现，一座座仿古建筑让人恍若
穿越回了大宋。

这个占地 500亩、以“大宋武侠文
化”为主题的景区，自 2012 年更名为
大宋武侠城以来，以武侠为主题的实
景演出已经成为常态。翻开游客手
册，50多部 80多场实景演出让人眼花
缭乱，既想都看又不知从何看起。

大型实景马战《三打祝家庄》、融
入式实景剧《水浒街》、仪式性实景剧
《神舟启航》等演出是这座大宋武侠城
里的“硬菜”，但《七侠五义》《白眉大
侠》《杨志卖刀》等情景剧又是让人不
想放弃的选择。

“具体 的 演 出 场 次 我 也 记 不 清
了。”一位负责演出管理的工作人员
笑呵呵地说，“演多少场全看演员们
的心情，但只会多不会少，花 60 元买
一张门票，保证一天看下来不带重样
的。”③8

花 60元能看80场表演？

这座“武侠城”很酷炫

开封大宋武侠城内，大宋海船“神舟”扬帆启航。⑨3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摄

□本报记者 孙欣

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街道会兴村
的村民们没想到，印象中在法庭上指
控罪犯的检察官们，竟帮他们解决了

“垃圾山”的问题。
今年年初，有群众向湖滨区检察

院举报，紧邻会兴村的黄河南岸护堤
旁裸露着一座“垃圾山”，“垃圾山”越

“长”越大，还散发出臭味，村民深恶
痛绝。

检察官们核查后发现，这座“垃圾
山”距黄河南岸仅 60米，直接危及黄
河生态环境。湖滨区检察院很快向当
地的环卫、生态环境等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后，环卫部门紧
急调用挖掘机、推土机等设备清运垃
圾，并用黄土覆盖，种上了绿化树，绿
化面积达5000平方米。

河水清清，岸绿景美。“‘垃圾山’
变身小花园，再也不用担心游客吐槽
了。”10月 5日，会兴村村民刘大妈开
心地告诉记者，国庆假期第一天，村子
就吸引了不少游客到此游玩，她在家
门口向游客提供矿泉水、当地小吃等，
一天收入近500元。

这个故事，只是我省用法治力量
加强黄河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
一段时期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一直困
扰着沿黄地区党委、政府和黄河管理
部门。

检察机关能否发挥公益诉讼职
能，用法治力量加强黄河生态环境保
护？这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们一直在
思索的问题。2018年 12月 7日，省检
察院与黄河水利委员会共同发起了

“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
在专项行动中，省河长办、省检

察院建立“河长+检察长”协作机制，
省检察院、省河长办、河南黄河河务
局建立联合巡查、联合督查、联席会
议的“三联”机制，省河长办将梳理
出来的典型、热点、难点问题，移交检

察机关协同整治，推动相关单位履职
纠错。

金堤河是黄河下游一条重要支
流，在滑县境内长27.7公里，流域面积
1105 平方公里。接到省检察院交办
的“金堤河滑县赵营镇小韩村段非法
围垦”案件线索后，安阳市检察院和滑
县检察院迅速行动，督促有关单位整
改，仅6天时间，长800米、宽 5米的河
道就恢复畅通。

用法律的武器治理黄河生态问
题，用法治的力量保卫黄河流域绿水
蓝天。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省检察院
共受理省河长办移交的 266个黄河问
题线索，发出检察建议 57件。截至目
前，已整治销号 252个问题，督促清理
污染水域面积 80.3 亩，清理污染和非
法占用河道 733 公里，整改拆除违法
建筑约 43.8 万平方米，清理生活垃圾
34.7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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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我们将
继续抓好黄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治，持续巩固常态长效机制，形成保护
黄河生态的强大合力，让黄河成为造
福人民的幸福河。”省检察院相关负责
人说。③8

我省用法治力量加强黄河生态环境治理

“河长＋检察长”携手保护母亲河

（上接第一版）“现在，村里人均年收入
3万余元，还带动了13万人就业，年创
收达15.6亿元。”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
豹子自豪地说。

起源于元延祐二年、绵延700余年
的马街书会，被誉为“中国民俗文化史
上的一大奇观”。宝丰县依托这张“文
化名片”，在马街村附近打造了马街书
会民俗园，先后建成了马街书会名人与
书状元雕塑公园、火神庙及万人竞技浮
雕墙、书会主题雕塑说唱俑，建起了全
国第一座专门介绍中华曲艺发展历史
的文化展馆“中华曲艺展览馆”。目前，
这里已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每年
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

此外，着眼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今年 9
月，该县又将涉及两个乡镇的 6个行

政村进行整合，成立了“龙王沟乡村振
兴示范区”，打造集红色文化、特色生
态种植、旅游等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
样板”。

目前，在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
“东道汝窑”“城市菜园”“一鸣书居”
“汇丰文旅”等一批项目已先后签约入
驻，油菜花海观光项目土地流转工作
已基本完成，一期项目占地面积达
5000亩。

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使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愿景正在成为现
实。据统计，2018 年，宝丰县涌现农
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200多个、林业生
态村 30多个，累计接待游客 350万人
次，旅游收入 4.5 亿元，循环农业流转
土地2.5万亩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比上年增长9%。③8

宝丰 文旅融合 产业惠民

（上接第一版）
栾川山地多，看似适合规模化

养殖，但大规模养殖所产生的废水、
粪便对周边水质和土壤的污染难以
避免；栾川的风力条件适合发展风
电项目，但运送大型风电设备需要
开山造路，对森林的破坏也是一时
难以修复的。

除了规模化养殖、风电等项目，
栾川县还对已建成的小水电、漂流
等项目，严格依法依规监管，未达标
的依法退出。同时，坚决遏制乡村
旅游点无序开发、过热开发、过度开
发势头，禁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景区
景点。

据栾川县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去年以来，该县先后禁止和限制
小水电、风电、旅游景区纯房地产开

发、规模化养殖、漂流等项目十余个，
实现了河道不断流、植被不破坏、环境
不污染。

一边是眼下可观的经济效益，一
边是未来美好的生态环境，栾川县选
择了舍“近”求“远”，让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

仅 2016 年至 2018 年，栾川就实
施旅游业项目 81 个，总投资 120 亿
元。

目前，栾川县已建成 2个 5A级景
区和 6个 4A级景区。今年前 8个月，
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180.93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71.97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9.87%和 9.69%。通过旅游带动，
栾川开发了“栾川印象”6大类 107款
优质农产品，让 2万余名群众就业增
收。③8

栾川 生态立县 旅游富民

我们将继续抓好黄河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治，持续巩固常态长
效机制，形成保护黄
河生态的强大合力，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上接第一版）切实提升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收到
了组织强、人心聚、产业壮、乡村兴的
效果。

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该县
按照每村 1—2名的标准，建立“三有
三带”村党支部书记后备干部队伍，
由 乡 镇 领 导 班 子 成 员 跟 踪 培 养 帮
带。选派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
118 名第一书记到贫困村脱产驻村。
为激发农村党员队伍活力，该县经常
性开展脱贫技能和致富本领培训。
截至目前，全县各级党组织共开展各
类培训 4000 余次，培训 3 万多人次。
同时，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发现、培
养、考察入党积极分子，努力把各村
的产业带头人，种植、养殖大户中的

优秀分子发展为党员。
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

建设。在全县开展“脱贫攻坚红旗村”
“基层党建红旗村”“产业发展红旗村”
“美丽村庄红旗村”创建活动，全面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县财政结合扶
贫工作整合资金 2000多万元，对贫困
村村室全面升级改造，实现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建设“清零”目标。认真执行
组织生活会制度，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制度，使“三会一课”成为贫困村党
组织学习扶贫政策、凝聚扶贫力量、制
定扶贫措施的重要渠道。

“支部强，产业就壮，人气就旺，农
村就大有希望，这是环环相扣良性互
动的闭环。”睢县县委组织部长王海涛
告诉记者。③9

睢县 组织振兴 实干亲民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宋
跃伟）10 月 5日，登封市石道乡乡贤
李套柱向该乡赵庄村的50余位 80岁
以上的老人每人赠送了一件唐装，并
邀请老人们在该村的“福寿康乐老年
公寓”同吃“连心饭”、一起看大戏，共
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重阳节。

“过去在电视上看见城市的老人
穿着唐装，又精神又喜庆，特别羡慕，
没想到今天我也有了一件唐装。”今
年85岁的赵庄村村民赵怀仁说。

“如今乡亲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我想让老人们穿着大红唐装，欢度
重阳节。”李套柱说。今年 53岁的李
套柱，高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跑运输、
搞建筑、办工厂，一步步走上致富路。

“小时候家里穷，缺吃少穿的，村
里的老少爷们儿没少帮助俺家。”受
过乡邻帮助的李套柱，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想回报村民和社会。多年来，
他累计资助贫困学生十余万元。今
年，在他的倡议、捐助下，赵庄村成立
了“教育基金会”，专门对本村贫困家
庭的大学生进行资助。

“作为一名党员，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尽自己最大努力，积极主动
服务家乡、奉献社会。”李套柱说。面
对村里空巢老人多的现状，2017年，
他放弃了所有的生意，回到赵庄村，
投资 1500 万元，建起了一个功能齐
全、设施完善的老年公寓。“对贫困的
老人，我们给予一定的减免照顾，就
是想让老人在晚年过上幸福的日
子。”李套柱说。

在庆祝重阳节的活动中，李套柱
不但花 1.5 万元为全村 80 岁以上的
老人每人发了一件唐装，还邀请剧团
在村里唱3天大戏。③8

重阳节前送红装 件件新衣暖人心

10月6日，永城市民写下
“愿父母健康长寿”等暖心文
字,表达孝心,祝福父母。⑨3
聂政 摄

10月 6日，汝阳县柏树乡华沟村的老人们在领取重阳节慰问品。重阳节
之际，该县给老人们送上真诚的祝福。⑨3 康红军 摄

重阳节特别策划

假日旅游新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