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冬季到黄河看飞鸟、看湿地，看到了

更多惊喜，收获了更多希冀。

黄河岸边，蒹葭苍苍，这里有飞鸟齐

翔的盛景，有守护者无私无畏的付出，有

年复一年持续整治，最终沙隐绿现、人水

和谐的努力。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之后，沿

岸干部群众谋划长远，干在当下，让黄河

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

本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善

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

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人们对珍稀鸟类的呼唤和期盼，

实际上反映出对良好生态环境这一基本

公共产品供应的渴望。

湿地好像“晴雨表”，飞鸟如同“温

度 计 ”，湿 地 的 温 润 程 度 、鸟 类 的 数 量

多 寡 ，映 射 着 一 个 区 域 生 态 价 值 的 高

低。保护黄河，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给

鸟类自由，就是给人类自由；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良好互动，也在改造着人们

的 主 观 世 界 ，提 升 文 明 素 养 和 道 德 境

界，使生态文明的价值外溢，从而获得

更 高 更 大 更 多 的 自 由 ，谓 之 万 类 霜 天

竞自由。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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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新年伊始，新乡市的“地标企业”
新飞传来好消息：2019年新飞公司完
成销售收入达 24亿元，被命名为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获得“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荣誉称号……据了解，新飞冰
箱、冷柜产销计划 3 年内突破 300 万
台，重返行业第一阵营，实现“新飞”！

新飞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是新
乡经济发展良好态势的一个缩影。

过去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
环境，新乡市负重奋进，砥砺前行，经
济发展质效不断提升，主要经济指标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保持了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高质量发
展迈出新步伐。

坚持创新驱动
经济提质增速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尾气全部
回收，再经过提压、降温、分离、提纯等
工序，生产出4项 16类气体产品，电子
级气体被应用到太阳能电池板及半导
体工业中，身价提升 10多倍，一年销
售各类气体 30多万吨，销售收入超过
2亿元。

新乡银金达新材料研发的 PETG
热收缩膜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扔进
水里能自动降解、埋进土里不影响庄
稼生长，使“白色污染”问题迎刃而解，
产品准入欧洲、南美、中东等地，一吨
就能卖5万多元。

河南神州精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攻破钢板厚度、单件长度、表面光滑度
等3道难关，生产的封头成功配套国内
首个快堆核电站——霞浦 600MW示
范快堆工程项目，填补了国内封头行
业技术空白……

新乡，以“新”为名，向“新”而行，
因“新”而兴，始终坚持“创新是第一动
力”，打造创新发展新高地，以科技创
新推动经济提质增速。

大力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确立“一区四园四集群”空
间布局，即以高新区为核心区，中国电
波科技城与新松机器人产业园、生物
医药产业园、新乡创新谷、3D 打印产
业园为辐射区，加强与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和大企业（集团）的合作，打造动
力电池与新能源汽车、生命科学和生
物工程、大数据、航空航天军民融合

“四大产业集群”。新乡高新区在全省
率先开展了全员聘任、绩效考核、薪酬
激励“三制改革”，经开区、平原示范
区、牧野电源产业园、新东产业集聚区
相继完成体制机制改革。

培育壮大“四个一批”。在创新引
领型企业方面，充分发挥企业在创新
中的主体作用，一手抓引进，一手抓培
育，持续提升大企业（集团）的创新能
力，大力发展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
在创新引领型平台方面，充分发挥中
电科 22所等重大平台的引领作用，推
进全国首个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建
设，加快中纺院中原分院、氢能研究院
建设，力争在更多领域创建一批国家
级创新基地。在创新引领型人才方
面，不惜千金买“宝刀”、敢于为人才定
价。在创新引领型机构方面，围绕主
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加快天博物联网研
究院等研发机构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中电科18所动力电池检测中心建设。

2019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预计
突破310家，新型研发机构达到13家，
居全省第 2位；新增省级技术中心 18
家，各类研发平台达 749 家。柔性引
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6支、高层次人才
12名。高新区在全国国家高新区评价
中综合排名提升8个位次。

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集聚各方资源，不断强化自
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全市
90%以上的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了合
作关系，科技研发投入占比连续多年
居全省第一位，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力进一步增强。

2019年前 11个月，新乡市工业利
润同比增长22.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12.6%，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6.1个百分点；大型企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4%，拉动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4.1个百分点，科技创
新产生的“红利”得到进一步释放。

优化产业结构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1 月 8日，文旅部官网发布公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和《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经有关省
（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推荐，文
化和旅游部按程序组织综合评定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公示，新乡八
里沟正式晋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位于辉县市薄壁镇西北部太行山
区的宝泉得到有序开发，风景变成“钱
景”。薄壁镇是河南“三山一滩”中太
行山的精准扶贫重点区域。近年来通
过发展旅游产业带动扶贫搬迁，老区
人民从“山民”变“居民”。依托景区开
发，40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农家
乐每逢周末家家爆满，规模较大的年
收入达五六十万元。

延津县优质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
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
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亿元，奖补资
金重点用于改善产业园基础设施条件
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促使基础设施
条件和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有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有
利于进一步推进小麦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做大做强“中国第一麦”这个品
牌……

新乡坚持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
抓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壮大现代服务业
并举、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并行，推动产业持续转型。

巩固供给侧改革成果，继续抓好
“三去一降一补”，完成 118 家依法破
产僵尸企业处置任务，1.5万名职工得
到妥善安置，国企改革受到省委、省政
府表彰。商品房去化周期 14个月，处
于合理区间。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
较年初下降0.13个百分点。严格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去年前 11个月降低企
业税费成本33.9亿元。

推进产业集群发展。按照研发平
台、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四位一
体”的“121”模式，加快推进先进制造
业专业园区建设，打造新乡先进制造
业的“精品店”和“领军旗舰”，规划建
设了动力电池、高端装备、绿色纤维、
新能源汽车等 13个专业园区，实行专
业园区培育对象、预备园区、正式园区
三级推进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确保
能进能出、奖优罚劣，形成各园区竞相
发展的良好局面。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各类市场主
体突破33万户，增长25.5%。中国（新
乡）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投运。推
进银企对接常态化，组织对接活动 50
余次。去年前 11个月，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较年初增加 279亿元，达到 2014
亿元，总量位居全省第5位。强化用地
保障，新增市级统筹占补平衡指标5万
亩，获批新增建设用地3.38万亩。

提升产业链水平，设立 1000万元
考核奖励资金，推进先进制造业专业
园区动态管理，预计全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330 亿元，连续三年保持 20%
以上的增速；“三大改造”项目投资增
长 80%以上，得到省委、省政府肯定。
中国铁塔（新乡）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创
新中心落户新乡。推进农业“四优四
化 ”，粮 食 总 产 95 亿 斤 ，同 比 增 长
1.8%；优质小麦面积增加 20万亩；新
增市级以上农产品品牌 31 个。大力
发展大旅游、大康养、大文化、大物流
产业，预计接待国内游客、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2.2%、13.9%。

增加发展“厚度”
向改革开放要活力

2019年 10月 25日，以“创新引领
发展，协同融合共赢”为主题的第二届
高校院所河南科技成果博览会（简称
高博会）在新乡市平原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隆重开幕。新乡市共签约科技
合作项目 141项，总投资额 403亿元，
是上届高博会的4倍多。

本届高博会规格和层次进一步提
升，主办单位为科技部和省政府，是

“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移
大会”唯一一个不在省会郑州举办的
综合性专场活动。

来自第二届高博会指挥部办公室
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高博会邀请
嘉宾近千人，而 2019 年达到了 1456
人；2019年高博会参展单位599家，而
2018年这一数据为261家。

新乡市委书记张国伟说，要抓好
第二届高博会签约项目跟踪服务，提
升高博会高端化、国际化、常态化、机
制化水平，使之成为新乡招才引资的
重要抓手，把高博会办成永不落幕的
盛会，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
体和平台。

“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向改
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新乡借此不

断优化环境，增加发展“厚度”。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所有审批

时限一律压缩到法定时限 50%以下，
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
现场“最多跑一次”成为常态；创新开
展国企改革，“五个三”工作法受到省
政府充分肯定；围绕破解乡村振兴“钱
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难题，长垣
市大胆探索，“三块地”改革经验写入
国务院改革试点情况总结报告；获嘉
县试点先行，走出了一条中部地区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路子；全国农
村改革试验区、国家产业集群集聚创
新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为全国提供
了有益借鉴，改革的“新乡经验”正在
由牧野大地传向全国。

新松机器人、华为新乡云计算数
据中心、山东鲁花、百威啤酒等一大批
项目签约落地。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与国内外 16个城市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中欧班列（新乡号）、“新日韩”
铁海联运国际班列相继开通，“联通境
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现代综合交通大
格局初步形成。借势中原城市群和郑
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坚持“规划
引领、交通先行、产业协同、功能互补、
节点突破、统筹推进”，全力推动郑新
全域深度融合发展，郑济高铁新乡段、
官渡黄河大桥、G107东移改线等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

“米”字形交通北部枢纽重要地位日益
凸显。

新乡开放之门越开越大，发展活
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强。2019年 1月
至 11 月全市实际吸收外资 11.9 亿美
元，同比增长7.9%；进出口额完成76.4
亿元，同比增长6.2%；签约亿元以上招
商引资项目 149 个，投资总额 1310.9
亿元；中欧班列（新乡号）、“新日韩”全
年累计开行 130 余列、总货运量超过
13万吨。

新乡：创新引领，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大引擎

（上接第一版）青蛙一次排卵上千粒，大多数鱼
类一次产卵数万乃至数百万粒，而青头潜鸭通
常每窝产卵7～9枚，黑鹳则是4～5枚，“一旦生
活环境遭破坏、食物链断裂或遭遇大肆捕猎，这
些大型鸟类的繁衍生息便亮起红灯。”

因为种群数量少而濒临灭绝，珍稀野生鸟
类的每次“惊现”，都触动着人们的神经。

2012年 2月，新乡黄河湿地首次发现濒危
物种震旦鸦雀；

2014年 11月，孟州黄河湿地首次现身濒危
物种斑头雁；

2017年 1月，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
首次监测到4只青头潜鸭，两年后，不仅种群数
量扩大为180多只，还监测到成功繁育的过程；

刚刚过去的 2019年，一万多只大天鹅“携
家带口”来到三门峡过冬，32只黑鹳飞临孟津
黄河湿地……

省林业局湿地管理处处长卓卫华公布了一
组数据，黄河河南段各类保护区有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黑鹳、金雕等 9种，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33种，也是全国分布大鸨、大天鹅
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鸟儿极富灵性，食物丰足了、环境安适了、
人为干扰少了，它们才会在南迁途中停靠歇脚；
也有候鸟与黄河一见定了终身，就此放下驿动
的心，安然成为黄河湿地跃动的风景。

这些湿地精灵，用飞翔的翅膀来投票，充当
着最公正的生态环境评价师。

守 护

“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
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
有的在扑翅膀。”这是作家巴金笔下的《鸟的天
堂》。

经过近 20年的接力，封丘县陈桥镇陈桥村
党支部书记刘继恩和他的侄子刘东洋，把3000
多亩的东湖湿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鸟的天堂”。

紧锁的铁门，绿色的围网，都在向路人默默地
说“不”。周围，不时可见蓝底白字的告知牌——

“湿地保护核心区，游客止步、禁止垂钓”。
事实上，这里属于“河南新乡黄河湿地鸟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而非核心区。
所谓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除了经批准的

科研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进入；实验区
则允许开展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活动。

“对鸟儿们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核心区！”
31岁的刘东洋话音轻细却沉稳。

2015年，刘继恩的度假村开业，刘东洋从
北京回乡帮忙。在近乎原生态的湿地上，3个青
头潜鸭的巢被发现。陈桥东湖湿地成为青头潜
鸭在河南的第一个繁殖地。

李长看回忆，他原本建议只在鸟儿的孵化期
封闭湿地，孰料刘东洋他们做得更坚决，索性把
木栈道截断，核心区彻底成了一个孤岛，“游客进
不来，盈利上很受影响，这个保护力度太大了。”

打开铁门，仿若开启了新世界。
湖面如镜，外围一圈是深沟，中间是鸟儿们

栖息的浅水河滩。一人多高的芦苇荡，生得密
密麻麻，肆意散漫。

不远处，啾啾声、嘎嘎声此起彼伏，回荡于
水天之间。细细一瞧，芦苇叶白了，树枝白了。

“鸟儿多，粪便就多，这都是它们的‘杰作’。”刘
东洋笑得开心。

4年飞逝，爱鸟成“痴”。为了巡护时不惊扰
鸟儿，刘东洋在重要区域布设了摄像头，手机上
实时监控，并把监测记录分享给保护区工作人
员和鸟类专家。

“鸟类是大自然的天使。喜爱它们，守护它
们，就像喜爱和守护自己的家人一样。”刘东洋
说。

陈桥东湖湿地40多公里外的长垣市，有一
群自称“鸨卫者”的鸟类保卫者正在聚会。

参加“黄河湿地大鸨保护行动经验成果分
享会”的，有众多的鸟类保护志愿者，来自我省
长垣、兰考、封丘以及山东菏泽、东明等地。

“‘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
抓好大保护’的理念，正在黄河沿岸落地生根，
深入人心。”长垣绿色未来环保协会负责人宋克
明守护候鸟 20多年，在他的经验里，保护鸟类
单靠一个部门、一个团队的力量远远不够。

黄河进入长垣境内，用一个个写意的“东摇
西摆”，在豫鲁交会处冲刷出近百公里的滩涂。
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数万只候鸟来此越冬，却
也招来了猖獗的盗猎分子。

鸟儿聪明啊，它们能跨越千山万水，每年迁
徙到固定的越冬地，其依赖的定向飞行系统至
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鸟儿又笨得让人心疼，在夜晚强光灯照射
之下，它们一下子呆了蒙了，任凭猎狗和盗猎者
摆布。

李海洋是山东菏泽的一名公安干警，也是
鲁西南猛禽救护中心负责人。“以前，盗猎分子
很猖狂，晚上的河滩里，探照灯的光像流星一
样，一晚上有十多拨盗猎者投毒、网捕、围猎。”
他说得痛心。

在宋克明倡议下，豫鲁两省志愿者组成反
盗猎联盟，与林业部门、森林公安一起出动，对
盗猎分子形成夹击之势。

“嘘——轻点儿，是大鸨！”顺着李长看指的
方向，数百米外，30多只体态丰腴的大鸟，悠闲
地在长垣黄河岸边的田野里踱步。忽然，它们
展开宽大的翅膀腾空而起，太阳为鸟群镀上一
层金边，如梦似幻。

“太幸运了！大鸨东方亚种全球数量只有
1500只左右，河南有 300只左右，你们一下子
就看到了十分之一。”李长看笑言。

大鸨是从《诗经》中飞来的“明星”，也是当
今世界上能飞起来的最重鸟类。“一只也不能
少”，是志愿者们对弥足珍贵的大鸨许下的承
诺。

数年前一个冬日，宋克明接到线索，山东境
内的黄河滩有中毒的大雁。他立即带领志愿者

赶到现场，发现周围几公里的田地里，被撒满了
毒玉米粒。更令人揪心的是，不远处就是一群
大鸨的栖息地。

不容过多思量，河南、山东两地的志愿者们
使出“土”办法，一边用人、用车驱赶大鸨不要落
地啄食，一边排成一排，弯下腰细心捡拾毒玉米
粒，竟然捡拾了20多天！“大鸨的家一定是最安
全的家！”宋克明说。

行进在黄河沿岸，不时可见农田里飘扬的
驱鸟带，一闪一闪地反光。志愿者王永昌解释，
很多鸟儿爱啄食农田里的瓜果，为了消解农民
对鸟儿的敌意，他们专门购买驱鸟带送给群众。

在中牟县狼城岗镇候鸟聚集区，不仅有郑
州市森林公安局候鸟保护巡护队24小时巡逻，
林业部门还在滩区流转数千亩土地种植冬小麦
和油菜，供大鸨、灰鹤、大雁等鸟类尽情享用。

最近 5年，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的鸟
类，年均比以往增加 2倍多，而救护线索大都为
群众提供。救护中心主任李万林说，一方面是
来河南的鸟多了，另一方面是人们的生态保护
意识增强了，爱鸟护鸟意识在心里扎根了。

大河息壤，鸟儿还家。

共 生

人们常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在孟津段，
浊黄的河水却因小浪底水库和西霞院水库上下
游蓄水的“合力”，变得晶莹透澈，水天一色，恰
似湛蓝的海水，当地人自豪地称之为“万里黄河
孟津蓝”。

黄河孟津段自古以来就是水草丰美之地，
李白曾在这里留下“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
的赞叹。

正午时分，曾经“八百诸侯会盟津”的孟津
县会盟镇，一场别有生趣的“会盟”正在一处黄
河生态治理区上演，成百上千只鸟儿驻扎在河
中浅滩之上，唧唧喳喳，咕咕嘎嘎，热闹得很。

站在最前面、阵容最庞大的是赤麻鸭、绿头
鸭和斑嘴鸭，它们身后，一群黝黑的鸬鹚正摊开
翅膀晾晒羽毛，灰色的苍鹭混迹其中，旁边体形
大点的是豆雁，远处的岛上一只白鹭孑然而立
——吃饱喝足的鸟儿们进入了“午休”时间。

“这样的‘会盟’场面，每天都很壮观！”河南
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局高级工
程师马朝红感叹。

此地没人说得上具体地名，曾几何时，远近
的人都称之为“采砂场”。

数 年 前 ，这 里 也 曾 经 有 过 别 样 的“ 热
闹”——2家采砂场、73条抽砂船、12条生产线，
机器轰鸣着，人群喧闹着，河水混浊着，鸟儿却
早跑了。

“砂场清退时，还留有几十万立方米砂石，
堆得有三四层楼高，用60吨的大卡车不分白天
黑夜运了28天。”马朝红说。

清退了1.1万亩砂场，湿地只有保“湿”才能
生机常在。通过退地还湿、生态补水、栽种绿
植，让河流自然流淌、河岸自然呼吸、河滩自然
消落，这里不但重现了水系成线、沼泽成片、芦
苇连天的“湿”情画意，还将打造一个功能完备
的科普教育基地，让生态文明的果实共享，把生
态文明的种子播撒。

孟津县居民赵军民一家三口，经常沿着大
堤绿道骑行数公里，到黄河湿地观鸟，“湿地这
么美，鸟儿这么可爱，心情一下子就随着鸟儿飞
起来了。”赵军民告诉记者，他参加过县里举行
的观鸟赛，大家的热情可高了，每发现一种鸟，
就像遇上多年不见的好朋友，高兴得不得了。

沙隐绿现，人去鸟来。
目前，我省在沿黄区域已建立 5个湿地自

然保护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财政累计
投入6000多万元，先后在沿黄各市新建湿地公
园 8处，保护湿地面积 17.2 万亩。通过推进湿
地保护立法、打击破坏湿地资源行动、开展湿地
保护恢复工程，湿地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提升。

北临黄河的郑州市惠济区，也曾经是采砂
场、小作坊、农家乐、渔家乐的聚集地。

“区里成立了黄河滩区综合整治指挥部，抽
调沿黄4个镇办及环保、国土、林业、河务、公安
等部门 200余人，实行挂牌作业、联合执法，合
力攻坚。”郑州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惠济区
管理站站长王宏亮说，指挥部就设在黄河边的
一间帐篷里，每天早上例会一开完，各组人马直
接奔赴“战场”，“这样的会一开就是三年，大伙
儿也在寒冬酷暑中奋战了三年。”

采访组驱车行驶在惠济区黄河岸边，替换
过去那些纷乱无序旧模样的，是由无尽的防护
林筑起的漫长堤岸。王宏亮说，一到夏天树木
浓密得根本“看不透”有多远，处处游人如织，满
满欢声笑语。

以退为进，人水和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近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我省抢抓重大战略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国家
规划纲要，高起点进行谋划实施。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河南省会城市的郑
州，未来将建设1200平方公里的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正在编制的概
念性规划强调，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同时
实现，相互转换。

新乡市加快推进沿黄生态带建设，对总
长约 170 公里的沿黄区域进行整体设计，规
划了 11 个花木特色生态小镇、383 个美丽乡
村、32 个绿色农林生态产业博览园、12 个绿
色加工园区。

省级层面上，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发改委正
在谋划黄河河南段中游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
理工程，研究申建黄河公园、建设黄河生态廊
道、推动沿黄滩区居民外迁、调整滩区耕地种植
结构、建设自然博物馆等具体举措。

“鸟儿不会主动争福利、要待遇，能够拿出
什么样的‘颜值担当’，完全靠我们人类的自觉
和自省。”李长看说，鸟儿来此不易，它们是一个
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灵动标杆，想把

“候鸟”变成“留鸟”，更需付出努力。
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2019年最后一

天的黄昏时分，采访组在洛阳市吉利区黄河岸
边一处观景台，和当地群众一起饱览万鸟归巢
的盛景。豆雁、鸬鹚、白琵鹭们迎着夕阳，不断
在空中变换着“一”字、“人”字的队形，鸟鸣声
声，婉转悠长，万类霜天竞自由，仿佛在与人们
交流着对幸福的感悟。

黄河在歌唱，鸟儿在歌唱，我们在歌唱。
听，好一首生机盎然的黄河大合唱！③5

左图：黄河湿地飞鸟翔集。右图：万里黄河孟津蓝，清清的黄河水魅力独特。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