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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唱一首歌 为祖国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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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侯”两会第二季收官，侯
哥要讲几个年轻人的故事。这
些故事告诉我们：两会在以一种
什么方式，“呵护”我们的成长，
“塑造”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如
何像故事里的年轻人那样磨砺
自己、成为强者！

问“侯”两会（第二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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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秒看遍5464公里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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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河南 青年说出彩河南 青年说

青年 祖国 同频共振
□本报记者 王平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护士，在一生当中能有这
样的机会在抗疫‘战场’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特别
自豪和骄傲。”5月 24日，全国人大代表、安阳市肿
瘤医院 ICU护士长黄玉梅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心
情无比激动。

80 后的黄玉梅有着 20 年的重症护理工作经
验，今年疫情来临时，她先后三次主动请缨，申请到
疫情防控最前线参与救治。2月 19日，黄玉梅加入
安阳市第二批医疗队，进驻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隔
离病房，来到了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身边。

尽管前期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现实的工作
环境还是超乎了她的想象。“防护用品一人一套没
有多余的，上班前2个小时不敢吃喝，防护服里加穿
纸尿裤，一穿上就是六七个小时。”在这样密不透气
的“装备”下，一切日常护理都变得异常艰辛。一个
班次下来，防护服全部被汗水浸透，多次出现头疼、
头晕，险些虚脱。“说不害怕病毒是假的，因为专业
知识让我更了解危险、更清楚后果，这是一个艰难
的选择——就是用最懂得危险的头脑去选择危
险。”职业的素养时刻提醒着黄玉梅，“救死扶伤是
医护人员的天职，只有我们冲锋在前，患者才有生
的希望。”

重症患者不仅需要药物治疗，更需要心理疏
导。面对新的问题，黄玉梅也在不断思考摸索新的
心理干预方法。一位 50多岁的患者心理状态十分
脆弱，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黄玉梅就耐心给他讲解
疾病知识、介绍治愈的病例，增强他战胜病魔的信
心，病人终于不再感到恐惧和无助，积极配合治疗，
晚上睡觉也安稳了。

“从最初的困惑和无助，到后来的感动与激动，
再到后来的振奋与鼓舞。”黄玉梅感慨，“作为医护
人员，只有当病人都出院了，我们才能放心下班。”

在北京开会，听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抗疫工作
者的高度评价，黄玉梅的职业荣誉感油然而生，无悔
青春、不负韶华，今后干工作更有力量了。③9

【青年寄语】

祖国的繁荣富强需要青年一代接好、握稳这个

新时代的“接力棒”。青春就是一场积蓄力量的战

斗，新时代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用坚定、顽强的青

春意志击退重重困难，用无私、坚韧的青春力量冲

破重重障碍，用斗志昂扬的姿态同时间赛跑，用拼

搏和奋斗做无悔于这个时代的“追梦人”。

——黄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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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晖

“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快速
增长，并明确了推动制造业发展的目标及部署，作
为中国制造业的从业者，我很受鼓舞！”5月 22日
晚，忙了一天的全国人大代表、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事业部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胡中辉终于
接起了记者的电话。

1987年出生的胡中辉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平顶
山市高级技工学校，2005年成为平高集团的一名
车工。15年来，他凭借极致的工匠精神在平凡的岗
位上大放异彩——25岁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6岁成为高级技师，29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30岁获评河南省首批“中原大工匠”，31岁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十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
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诸多荣誉，让胡中
辉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优秀代表。而胡中辉工作
的平高集团，经过 50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高压、
超高压及特高压开关重大装备研发制造基地。

说起工匠精神，胡中辉表示：“我所认为的工匠
精神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就是对待事业要
有愚公移山的意志，有老黄牛吃苦耐劳的精神，努
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爱岗敬业的胡中辉，带到本次全国两会的建议
依然是“老本行”——《关于持续加大实体经济尤其
是高端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支持力度的建议》。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虽然近年来我国有一
大批大国重器享誉全球，但我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
强’的矛盾依然突出，自主创新能力、核心制造能力
和盈利能力整体偏弱，部分核心关键部件仍受制于
人。”胡中辉说，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对高端装备制
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高端装备制造业
减税降费的力度，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持续提升其
盈利水平能力，同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提供低成本
融资支持，并重点培育一批行业领军龙头企业。

“而我们自己，则要不断苦练内功，坚持科技创
新，在关键核心领域深耕细作，把核心技术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胡中辉说。③9

【青年寄语】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

梦。坚定理想信念，扛起责任担当，立足本职岗位，

苦练技能本领，岗位成长成才。

——胡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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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江勇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
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5月 24日，全国人大代表、中航锂电
（洛阳）有限公司生产调度邢京龙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只要干一行爱一行，哪怕是整天和冰冷
的机器为伴，也能做出一番成绩来，平凡中也必
然会有闪光、有辉煌。

这名“80后”洛阳青年，用行动诠释了自己
的观点。自2008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邢京
龙一直扎根车间，他有技能、善管理、懂设备、会
工艺，从事合浆涂布操作十余年，具备丰富的技
术、管理、现场操作经验，被誉为中航锂电“涂布
第一人”。

本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邢
京龙入厂一年后，就成为涂布工段调试机器最
好的员工。他积极发挥青年先锋模范作用，带
领团队解决涂布厚度偏厚、涂布不全等 20余项
生产难题，并牵头成立了“邢京龙锂电工匠工作
室”。持之以恒的实干和探索，让邢京龙收获了
一系列荣誉：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
农民工”、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邢京龙把更多关注
放在了促进一线工人成长上。今年全国两会，
邢京龙提交了关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建议，希
望让企业成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地，在全社
会弘扬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让技术工人有更多
获得感。

“工人这个职业是比较纯粹的，保证产品质
量就是工匠精神。”邢京龙说，“同时，工人还要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扬持续创新、超越自我的精
神，在每日不变的工作中寻找改善点、创新点，
不断提升自我，在创新中提高自信心和满足感，
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③5

【青年寄语】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一名青年工人

不仅要有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

在岗位上更要有“过硬”的本领，发扬“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专注执着”的工匠精神，让自己

的青春在岗位上闪光，在生产一线迸发无穷活

力。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邢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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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坚定不移把宿鸭湖建成生态之湖美丽之湖
□杨晓东 刘华山 滑清泉 周由

5 月 26日，站在宿鸭湖东岸大堤
上，风拂柳丝，水涛拍岸。远远望去，
宿鸭湖 16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碧波荡
漾，烟波浩渺；湖面上鸥鸟翔集，细鱼
跳波，一幅江南洞庭的诗意之景尽收
眼底，使人想见“气蒸云梦泽，波撼岳
阳城”的壮美画卷。

“百里长堤锁洪水，万只野鸭戏游
鱼”曾是对宿鸭湖水库人鸟和谐共享
生态壮美画卷的真实写照。

当下，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开阔湖
面上，由数台新型装配式绞吸挖泥船
组成的浮动作业平台，正在开足马力
绞吸淤泥，长龙般的排泥管道绵延数
公里直通坝顶，从“龙口”喷射出的吨
量级泥浆倾泻而下，为这个亚洲库容
面积最大、堤坝最长的人工平原水库

“瘦身美容”。
“在持续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我们将调集一切优势力量，努
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项目设备供
应方相关负责人说，最新量身定制的
装配式绞吸挖泥船已装配完毕，择日
即可下水作业，届时，他们负责的标段
将形成 5船同时作业局面，日清淤量
可达5万立方米。

细微涓滴，映照千顷澄碧；百折不
挠，汇聚磅礴动能。宿鸭湖，正褪去沧
桑，展露新颜。

天中大地一颗璀璨明珠
创造效益150多亿元

1958年，为了响应党中央“一定要
把淮河治理好”的号召，驻马店汝南、平
舆、正阳、上蔡、西平等周边县区发动
10多万民众，在100多天的时间里，靠
着“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在这里修建

出这个亚洲面积最大的平原人工湖。
曾在省水利厅施工总队工作的何

广亭老人回忆，当时各县的劳动竞赛
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个县又都陆续
上了 1万多人，在南北 35公里长的工
地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施工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因机械少，
当时主要靠肩挑人抬，没有碾压的机
器，就在附近的村庄找石磙，绑上四根
杠子，八个人一起抬，这叫打夯，一个
人领着喊口号，一起抬起石磙，不停地
碾压大坝。”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宿鸭湖工程从1958年 2月底陆续
开工，3月1日全面开工，整个工程6月
底基本完工，8月 20日全面竣工。在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不到 6个月的
时间里，靠着人力一锹一锨挖、一筐一
筐抬的艰苦劳动，创造了我省水利史
上又一个人间奇迹。

60多年来，宿鸭湖犹如一颗璀璨
的明珠，镶嵌在天中大地。谈起宿鸭湖
名称的由来，驻马店水利局局长王伟介
绍，据传，300多年前，宿鸭湖所在地是
皇家猎场，名叫“官场坡”；新中国成立
后，这里依然地势低洼，共有大小17条
河流汇集于此，当时河道失修，洪水泛
滥，每逢夏季，一片汪洋，成群结队的野
鸭、水鸟，纷纷在此安家落户，繁衍生
息，“官场坡”成了野鸭水鸟的世界，所
以人们又称“宿鸭湖”。

“修建宿鸭湖水库的主要目的是防
洪。”王伟说，驻马店地区汝河、练江河、
臻头河等河流都汇集到宿鸭湖，新中国

成立前，因为没有对洪水进行拦蓄调
节，湖周边的村庄房屋经常被冲毁淹
没，致使这里十室九空，多年流传的歌
谣，形象地表达了这里的悲惨生活：“人
人都说黄连苦，再苦也苦不过宿鸭湖”。

宿鸭湖水库修建完工后，周边数
十万百姓从中受益，昔日悲惨的景象
不再，代之而起的是“渔舟唱晚”“夕阳
芦荻”的秀美景色，又因宿鸭湖“水清、
林密、鱼儿跳，稻香、蟹肥、大雁鸣”而
被誉为“中原明珠”“人造洞庭”，成为
驻马店市一张靓丽的名片。据不完全
统计，1966年至 1985年的 20年间，宿
鸭湖累计灌溉周围农田 364 万亩；
1958年建成至今，共创造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150多亿元。

铁腕治污护绿水
守护好宿鸭湖一湖清水

6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宿鸭湖走过青春美丽，也有过沧桑伤
痛。特别是上世纪 90年代及本世纪
初的几年时间里，宿鸭湖一度成为远
近闻名的“污水湖”，“当时水体发黑发
臭，很远都能闻到刺鼻的气味。”王伟
说，流经驻马店市区和周边几个县区
的河流带来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使
宿鸭湖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当时汇入宿鸭湖的主要有练江河、
南汝河和小清河等几条河流，由于经济
社会发展速度过快，一方面驻马店市及
周边县区的污水处理能力有限，加上基
础设施不健全，部分雨污管网没有完全
分离，导致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排宿

鸭湖；另一方面，宿鸭湖不是山区水库，
没有茂密的山林呵护，她处于平原地
带，流域面积大，周围植被以农作物为
主，农村面源污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治理的脚步从未停歇。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驻马店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宿鸭湖整治工
作。2015年，该市成立了宿鸭湖水库
库区综合整治机构，并于同年彻底清
理了库区非法养鱼网箱 2000多只，先
后取缔关停 130多家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对全市日排
废水100吨以上的50多家重点污染企
业进行了限期整改。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
鹂。在宿鸭湖省级湿地保护区，这里鱼
虾潜藏，白鹭振飞，呈现出小桥流水的
和美画卷。湿地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宿
鸭湖湿地是我省唯一一个列入华中地
区的中国重要湿地，也是中原黄河以南
地区最大的平原湿地，“这里是鸟类的
天堂”，据统计，保护区共有鸟类130多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种，白鹳、
苍鹰、鸢、红隼、灰鹤等经常出没其中。
近年来，在宿鸭湖整治过程中，湿地及
周边区域就先后拆除附近违章建筑及
养殖企业200多处，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

2018年，省领导在宿鸭湖库区调
研时强调，宿鸭湖承担着防洪、灌溉等
兴利功能，守护好宿鸭湖一湖清水，就
是护佑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要做好

水库综合整治，加强湿地自然保护区
建设，保护好、利用好生态资源，从根
本上改善水环境质量，努力把宿鸭湖
建设成生态之湖、美丽之湖。

“清淤扩容”河湖安澜
环湖生态经济圈启动实施

“宿鸭湖清淤已刻不容缓，这也是
彻底改善宿鸭湖水质的重要手段。”驻
马店市副市长刘晓文说，宿鸭湖修建
60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水
深不足 2米，粗略估算，湖底的淤积大
概有 1.5 米，淤积量近 1亿立方米，接
近一座大型水库的库容量。”特别是
1975年 8月，由于超强台风“莲娜”导
致的特大暴雨，引发淮河上游大洪水，
使板桥水库漫溢垮坝，当时 6亿多立
方米的洪水、五丈多高的洪峰咆哮而
下，裹挟着大量冲毁的房屋、牲畜、泥
沙等进入宿鸭湖，给宿鸭湖带来难以
抚平的创伤。

为提高水库防洪兴利能力，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2018年年底，国家“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大型水库清淤试点项目、
全省“四水同治”十大重点水利工程——
宿鸭湖清淤扩容工程正式开工。

“整个工程将清除库区淤泥和土方
9100多万立方米，使库区 65%区域水
深超过 2米，显著提升水体自净功能，
保证80万亩农田灌溉和周边城市用水
安全。”谈起这一重大项目建成后的效
益，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满怀信心。

“作为全国首例内陆平原水库清淤
扩容工程，宿鸭湖项目将开创多项‘全

国之最’，探索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
广的科学清淤、规范建设模式，为全国
大型水库清淤扩容提供宝贵经验。”驻
马店市委书记陈星表示，通过宿鸭湖水
库清淤扩容，将会如期实现库区生态治
理目标，助力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实
现河湖安澜，造福一方百姓。

近年来，驻马店市委、市政府持续
推进“一中心五组团”发展战略，宿鸭湖
作为“一中心五组团”的一个重要组团，
未来发展前景可期。2019年，驻马店
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结合宿鸭湖
水库清淤扩容和洪汝河治理通航，启动
实施宿鸭湖环湖生态休闲健康经济圈、
洪汝河生态经济带规划建设。2020
年，驻马店市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指出，
加快驻马店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宿鸭
湖环湖生态经济圈规划编制工作。

当前，按照打造“一湖四园一都”
的建设构想，驻马店正全力打造宿鸭
湖水上旅游景观，环湖建设 10万亩生
态果园，湖内湿地建设 10万亩生态草
原，借助清淤弃土建设宽300米、长17
公里的坝上公园，在湖滨大道和新大
坝之间建设坝后公园。

同时，依托宿鸭湖优质渔业资源、
厚重文化及产业优势，驻马店将在宿
鸭湖畔投建中国渔都·渔业特色小镇
项目，打造国内第一个以渔业为载体，
集科研、养殖、仓储、加工、观光、文旅
等于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全
产业链条项目。

“宿鸭湖承载着驻马店人民的记
忆和乡愁，我们一定要像爱护眼睛一
样爱护宿鸭湖，驻马店市广大干部群
众有责任、有能力把这片水域建设好、
治理好、保护好，坚定不移把宿鸭湖建
成生态之湖美丽之湖。”陈星表示。

宿鸭湖，期待你的美丽再次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