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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鸣

“黄河宁，天下平。”从古至今，黄
河治理都是安民兴邦的一件大事。

由于决口改道频仍，黄河灾害一
度被称为“中华的忧患”。1946年，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治理黄河事业拉
开序幕，从一手拿枪、一手拿锨到除害
兴利、综合开发，灾难深重的黄河，如
今在人民手中，岁岁安澜，润泽华夏。

黄河河南段位于最为险要的“豆
腐腰”位置。如今，“豆腐腰”却变得越
来越坚固。连日来，跟随 2019“走进
黄河”采访团的脚步，记者走访黄河河
南段的“引黄灌溉的旗帜”人民胜利
渠、“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

“世纪工程”小浪底等水利枢纽，领略
人民治黄的伟大奇迹。

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人民胜利渠，一个铿锵有力的名
字。

水利枢纽多与地名有关，而人民
胜利渠却是个例外。为何被冠以“人
民胜利”之名？建成以来，又取得了怎
样的胜利？

“黄河无法治理，黄河流域下游及
周边地区若干年后将会变为荒漠。”西
方一些国家的水利专家曾经这样断
言。

黄河下游真的会变成荒漠吗？
黄河“善淤、善决、善徙”，是世界

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据史料记
载，一旦决口，“泛滥所至，一片汪洋。
远近村落，人马不能驻足”。洪水退去
后，面积广大的黄泛区黄沙漫漫、寸草
不生，人民生活极为困苦。

在这种条件下，党中央决定，在黄
河下游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造福
人民。1950年 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
编制完成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计划
书》，1951年正式开工兴建。

黄河下游本已灾害频仍，治理之
难难于上青天。在下游堤防上开口引
水，能行吗？然而短短一年之后，中国
人民便以罕见的智慧和力量向世界回
答：引黄灌溉济卫一期工程胜利竣工，
1952 年 4 月 12 日成功开闸放水！也
正是从这一天起，该工程有了一个新
的响亮的名字——人民胜利渠。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下游
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工程。最了不
起的地方，不仅是在黄河上‘开了口’，
还使黄河变害为利，开下游引黄灌溉
先河。”武陟县嘉应观景区管理局党支
部书记翟嵩峰说，人民胜利渠建成后，
黄河下游不但没有变成荒漠，反而使
临黄地区水生态环境和农耕条件得到
根本改善，并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最大
的连片自流灌溉区，彻底改变了中国
农业生产布局。

“以前俺这儿全是盐碱地，‘冬春
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只听蛤蟆叫，就
是不打粮’。引来黄河水以后，都变成

好地了。我家水稻亩产最高的一年超
过了 1500斤！”说起黄河水来，原阳县
祝楼乡新城村村民祝忠民滔滔不绝，
难掩内心的欣喜。

据统计，人民胜利渠开灌以来，利
用黄河泥沙沉沙改土，使昔日低洼荒
凉的盐碱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田，先后
淤改土地 6000公顷，使豫北平原一跃
成为全国闻名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还
催生了“原阳大米”“延津小麦”等知名
农业品牌。黄河水流进“苦水区”后，
人民群众的“甜日子”到来了。

如今的人民胜利渠，作为农业生
产的命脉，仍在为灌区人民的幸福默
默地奉献着。“人民胜利渠正在进行水
源工程改造前期工作，工程实施后，人
民胜利渠将会焕发新的活力。”翟嵩峰
说，进入新时代，人民胜利渠也必将由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三门峡上献青春

在人民胜利渠成功开闸放水后的
第 5年，由此溯游而上约 260公里，“万
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黄河大坝拔地
而起，这是黄河干流上第一座高库大
坝。

站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上，放眼望
去，黄河水碧波荡漾，与人们想象中浊
浪滔滔的黄河截然不同。

“目前黄河处于非汛期，正是三门
峡黄河大坝发挥的‘蓄清排浑’作用，
才使黄河呈现出了一泓清水的景象。”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防汛抗旱办公
室主任季利向采访团介绍，三门峡水
利枢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干流上
兴建的第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防凌、
灌溉、减淤等任务的大型综合性水利
枢纽工程，正因为“她”的存在，黄河含
沙量逐年下降，从最初的每年 16亿吨

下降到现在的 2亿多吨。
这是人民治黄的一次伟大实践。

“鬼斧神工天作险，人工民斧险为
夷；三门峡上英雄汉，动地惊天大史
诗。”雄伟屹立的大坝是三门峡这座城
市的标志，它的建成和投用，背后是一
批批建设者怀着“要把黄河的事情办
好”的美好愿望，带着两手一心，齐奔
于此，默默奉献而来的。

94 岁高龄的王祚周，是大坝第一
批建设者中的一员。他的讲述，让我
们回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记忆
中。

62 年前，这里大河汤汤、大坝崛
起，处处挥洒着热血与豪情。1957 年
4 月 13 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举行
开工典礼。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
论《大家来支援三门峡啊！》，援建呼声
顿时响彻祖国大地，数以万计的建设
者奔赴母亲河畔。

就在这一年，原籍山西省垣曲县
的王祚周携妻带女，响应国家号召，来
到三门峡参与大坝建设。

“那时候，三门峡火车站都是一片
荒凉。”王祚周说，工地条件很艰苦，但
援建者的心却是沸腾的，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正是凭借着无数援建者的这股拼
劲和干劲，三门峡黄河大坝才能巍然
屹立，护佑着黄河岁岁安澜。

年轻而强健的“心脏”

在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游 130 公
里，晋陕峡谷出口处突现一泓碧波,高
空俯瞰像一颗巨大的蓝宝石，这便是

“世纪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
这座 2000 年投用的“00 后”超级

水库,就像一颗年轻而强健的心脏,给
古老的黄河带来了新的平衡与活力。

“小浪底是治黄史上的里程碑,是
黄河治理保护开发中的王牌,是人民
治黄思想的升华和实践的结晶,是解
开治理黄河——世界水史上最复杂方
程的关键算式。”在采访中,许多治黄
专家都对小浪底的综合效益发出由衷
赞美,但又不约而同地加上一条注释:

“没有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宝贵经验,就
没有小浪底的成功。”

祖祖辈辈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人
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近些年生活的
不同。“俺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几十年
了，习惯了一年又一年的安然无恙，小
时候印象中黄河的另一面都渐渐记不
清了！”家住孟津县小浪底镇的一位年
近八旬的老人说，河水再也没涨到过
记忆中的高度,即使发生千年一遇的
大洪水,有大坝的护佑，也能安心入
眠。

每年汛期,小浪底观瀑节,已成为
这里的另一张名片。当水库闸门打
开,人造洪峰喷薄而出时,许多游客纷
纷前来欣赏这一壮观景观。游人可能
并不明白,这雄奇壮美的景象背后,是
调水调沙、人工“清洗”黄河的创举。

站在小浪底坝上,万顷碧波尽收
眼底。据水库管理人员介绍，小浪底
库容 126.5 亿立方米,其中 75 亿立方
米是用来拦沙的,能保证黄河下游河
道 20年不淤积抬高。剩下的库容,在
非汛期蓄清水,汛期排浑水,通过冲淤
平衡保持长期使用。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回望，治黄理念日
益升华，人民治黄成就辉煌。不断求
索、百折不回的治黄历程更是一份弥
足珍贵的精神厚礼。

大河汤汤，岁月奔流。如今，黄河
由千年“害河”变“利河”，真正成为人
水和谐的平安河！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引导绿
色生产和消费，促进绿色食品发
展。第二十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
会(以下简称“绿博会”)将于11月 29
日—12月 1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11月 12日，记者从绿博会河
南省筹委会在郑州市召开的工作部
署会上获悉，本届绿博会展会总面
积 3.3 万平方米，设置 1050 个标准
展位，将有2000余家企业参展。

目前，绿博会是农业农村部认定
的4A级展会中规模最大、品位最高
的专业展会，已经成为全国具权威性
和影响力的农产品精品展会，国内外
高端食品消费和集团采购的首选平
台之一，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的主力
军和引领社会绿色消费的风向标。

本届绿博会主题是绿色生产、绿

色消费、绿色发展。展区总面积3.3万
平方米，设置1050个标准展位及公共
区域，分为省级展团展区、国际及品
牌产品展区、有机农产品展区、绿色
食品生产资料展区和综合展区等。
河南展区面积 1800平方米，分设综
合展区、郑州展区和洛阳展区。

“绿博会继在北京、上海、天津、
广州、厦门等 12个城市轮流举办了
十九届之后，首次在中部地区举
办。本届绿博会在河南举办，不仅
是郑州的主场，也是全省的主场，更
是我们学习和展示的机遇。”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表示，各方要
相互配合、群策群力，主动作为服务
全国，做好绿博会相关组织协调、宣
传预热和服务保障等工作，努力将
本届绿博会办成一届高水平、有特
色的专业博览会。③9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11月 13
日，许昌市举行 2019年第四批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共有 60个重点
项目开工，总投资 196.9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56.9亿元。

此次开工的 60个重点项目，产
业项目数量和投资占比均在70%以
上。其中，总投资 30亿元的河南万
里交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保
型高性能混凝土及制品基地项目，规
划用地约 500亩，将建设 20条超高
性能混凝土装配式构件制品（建筑）
生产线；落户长葛市的德国百菲萨环
保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环保项目，将

形成年处理 11万吨电炉除尘灰、年
产4万吨氧化锌生产能力。

今年以来，许昌市委、市政府坚持
把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调结构、促转
型的重要抓手，深入实施投资促进计
划，一大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力
强、综合效益好的重大项目相继落地。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
是谋未来。”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说，
许昌市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一经
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高标准、高
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培育形成一批新
的经济增长点，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入持续不竭的动力。③9

本报讯（记者 卢松）11 月 13
日，记者从省慈善总会 2019年网络
募捐总结表彰会议上了解到，今年1
月至 9月初，全省各级慈善会和慈
善组织通过网络募捐平台，共筹募
资金超亿元。其中，“99公益日”活
动期间（9月 7日至 9日），省慈善总
会与全省市、县（市、区）慈善会以及
民间公益机构、志愿者团队等联动，
共募集到善款 8373万元，在全国省
级慈善会中排名第三。

随着互联网与公益慈善日益深
度融合，从扶贫济困到乡村振兴，从
满足温饱到医疗救助，互联网技术
发展赋予了慈善事业新的发展空
间 ，让 公 益 在 全 社 会 蔚 然 成 风 。
2018年，在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上，累计有 84.6 亿
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慈善活动。

“与传统公益慈善模式相比，网
络募捐具有便捷性强、可及性强等

特点，只要拥有手机就可做慈善，已
成为公益慈善的新趋势。”省慈善总
会副会长董颍生表示，人人公益、随
手公益、指尖公益已成为潮流，有力
促进了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今年“99公益日”活动期间，省
慈善总会联动 50家机构，上线慈善
项目 93个，涵盖扶贫济困、乡村振
兴、助老助学、困境儿童关爱、困难群
众大病救助等多个领域，共动员184
万人次参与捐赠，募集到善款超过
8000万元。与去年相比，动员人数
和募捐金额均实现了数倍的增长。

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表示，
2020年，省慈善总会将进一步健全
完善以慈善会系统为重点、其他社会
机构为补充的网络募捐方式，争取各
级党委政府重视支持，联动更多部门
和社会机构积极参与，共建河南网络
募捐核心品牌，不断提升网络募捐工
作的力度、广度和善款额度。③6

“99公益日”活动三天募集善款8373万元

我省网络募捐居全国前列

展区面积3.3万平方米 参展企业2000多家

中国绿博会 相约在郑州

许昌今年第四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60个项目总投资196.9亿元

由害到治：平安河岁岁安澜

本报讯（记者 陈慧）又到冬春
造林季。去年的 11月 13日，省委、
省政府召开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动员全省
上下打一场新时代河南国土绿化的
人民战争。今年11月 13日，全省实
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
推进会议在郑州召开，再次亮明省
委、省政府推动大规模国土绿化、改
善生态环境的决心和信心。

据悉，去冬以来，我省各地掀起
植绿热潮。目前，计划安排的 286
万亩新造林、450 万亩森林抚育目
标任务已全面超额完成，国土绿化
步伐明显加快。各地逐步建立健全
每年春冬季两次义务植树的长效工
作机制，郑州等 16个省辖市建立党
政一把手担任组长的领导机构，省
市县乡村五级联动、同频共振，大造
林大绿化格局初步形成。

2020年，全省初步安排营造林
绿化任务 739 万亩，其中，新造林
289万亩，森林抚育450万亩。会议
提出，我省要围绕提质增效，努力推
动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
实现重点突破，提升沿黄生态保护
水平，统筹推进山区平原增绿增效，
协调开展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建
设，持续加强生态廊道品质提升。

2020年是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开
局之年。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今
年要重点实施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和
湿地保护恢复两大工程。我省沿黄
8市生态廊道建设将作为明年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的中心工作，优先安排
任务。积极开展沿黄湿地保护、湿地
恢复和湿地建设，在大堤内河道两侧
建设可淹没型湿地公园带，堤外建设
引黄湖泊型湿地公园群。③9

我省强力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明年将完成营造林739万亩

气势磅礴的黄河小浪底开闸放水。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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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研读党报党刊的重大主题报道、
重要政策解读、重点评论言论、重点
理论文章。③4 （本报记者）

2020年度全国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画面。

包括沙滩公园、森林公园、滨河公
园在内的汝河国家湿地公园正是汝州
市创建省级森林城市的重点项目。随
着三大公园的建成，森林生态系统逐步
建立，汝河南北两岸形成了 7000多亩
的园林绿地，成为汝州城区最核心的生
态屏障带、滨水活力带和产城融合发展
带。

“森林城市建设已发展成为林业生
态建设最重要的载体和最综合性载
体。”在2019年全省省级森林城市建设
工作会议上，省林业局主要负责人秦群
立说，森林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森林
网络、森林健康、生态福利、生态文化、
组织管理等林业工作的方方面面，对省
辖市有 5大类 36 项指标考核，对县级
市有 5大类 33项指标考核。“可以说，
抓住森林城市建设，就基本上抓住了林
业生态建设的全局。”

在我省，森林城市建设相继写入
《河南省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河南省
建设中原城市群实施方案》《森林河南
生态建设规划（2018—2027年）》，成为
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

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把森林城市建
设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开展
大规模国土绿化、提升生态水平，取得
突出成效。以去年成功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驻马店市为例，该市“创森”四
年，新造林 204.8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2014年的 22.77%提高到31.91%，提高
了9.14个百分点。

省林业局“创森”办主任孔令省介
绍，根据去年年底公布的第九次全国森
林资源清查的结果，2014年至 2018年
五年内，全省森林覆盖率就提高了2.64
个百分点，增幅在中部六省份位居第
一。这期间，有 7个城市“创森”成功，
森林城市建设成为全省上下实施国土
绿化提速行动的强有力抓手。

百姓乐享生态福利

我省的森林城市，从无到有，发展
壮大，呈现集群式发展。人们眼见，荒
山披上绿衣，城区嵌上绿芯，城外织就
绿网，森林草地、鸟语花香已属寻常，清
水绿岸、鱼翔浅底不再难觅。

森林蕴含的能量远不止此。人们
形象地将森林比喻为“地球之肺”，每一
棵树都是一个制氧机、吸尘机、吸毒器。

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如果平均每人
占有 10平方米树木或 25平方米草地，
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有了去处，氧气
就有了保障；二氧化硫等有毒有害气体
通过绿化林带，有 1/4可以得到净化或
变成氧气。

据测算，全省6427万亩森林，每年
可吸收固定二氧化碳 2391万吨，释放
氧气 1365万吨，吸收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 69万吨，不仅扩大了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环境空间，还大大提升了民众的

生态福祉。
尤其是森林城市创建强调城乡一

体化，乡村的生态建设水平显著提高。
各地把森林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结合起来，庭院种花、村内种树、村
外种果，勾勒出一幅幅“绿树村边合”的
乡村田园美景。郏县 80%以上的行政
村都建成了庭园街道“景观林”、村中空
地“休憩林”、村庄周围“经济林”；淅川
县发展林果面积 30万亩，基本实现贫
困户户均 1亩果园，盛果期后，户均年
增收可达6000元以上。

既能养眼，又能“洗肺”、怡神，既是
造林，又是造景、造富，森林城市建设不
断为人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以实际行
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统计显示，全省省级以上森林公园
达到118个，省级以上湿地公园达到48
个，新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
单位 15个，年林业旅游休闲康养人数
达到 1.2亿人次，森林旅游年产值达到
198.6 亿元，直接带动相关产业产值
135.1亿元。

前路仍然任重道远

如今，作为最能反映城市生态建设
整体水平的荣誉称号，森林城市的荣誉
备受各地珍视。

在省委省政府描绘的“五年增绿山
川平原，十年建成森林河南”宏伟蓝图
中，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原森林城市群、

森林乡村，具体抓手就是建成“五个一”
即 1个以国家森林城市为主体的中原
森林城市群、100个省级森林城市、100
个森林特色小镇、1000个国家森林乡
村，10000个省、市、县级森林乡村，形
成符合省情、具有特色、类型丰富的森
林城市格局。

据了解，信阳市、安阳市已通过国
家林草局2019年国家森林城市拟批准
名单公示，有望在 11月 15日的座谈会
上获得这个“国字号”殊荣。届时，全省
未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省辖市屈
指可数，森林城市建设的重头戏将集中
在县一级城市。下一步工作怎么开展，
森林城市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

秦群立认为，森林城市建设应树立
以人为本、师法自然、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城乡统筹以及与城市相依相融
等五大理念，处理好规划编制与规划实
施、大地植绿与心中播绿、“创森”行动
与区域发展、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创
森”攻坚战与生态建设持久战等五大关
系。“现阶段，我们不仅要开展大规模的
国土绿化，还要注重提高森林质量；不
仅要注重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风景
名胜区等保护地体系建设，还要建立全
民动员共建共享的生态文化体系。”

处处造林林似海，家家植树树成
荫。让绿荫铺满大地，让鲜花开遍原
野，让生态普惠人民，让绿满中原成为
河南的新标识，中原大地正在奏响森林
城市建设最强音！③4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把绿色铺满大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