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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7月 25日，
省水利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抓
紧做好水毁工程修复工作。

通知指出，近期强降雨造成竹竿
河、史河等 9条河道超警戒水位，其中
淮河干流、潢河、白露河、史灌河4条河
道超保证水位，史灌河部分河段出现险
情，部分水利工程水毁受损。目前我省
正处于防汛“七下八上”关键期，水利工
程设施水毁修复工作关系到今年度汛
安全，直接影响到防洪工程体系减灾作
用的发挥，各地要把水利工程设施水毁
修复作为水利系统当前一项中心工作，
全力以赴抓紧抓实抓好。

通知要求，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组织谋划，落实责任，
确保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工作顺利
实施。要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各市县要
落实水毁修复资金，优先安排、重点保证
较大和较重要的水毁修复项目；要组织
实战经验丰富、设备设施精良的施工队
伍，抓准时机，集中打好水毁修复歼灭
战，及时恢复水利工程防洪功能，为后续
可能到来的强降雨做好应对准备。要
建立台账，细化措施，各级水利部门要对
水库、堤防、涵闸、水文测报、通信设施等
进行全面检查，要认真核实水利工程设
施水毁情况，建立修复台账，分门别类，
按轻重缓急，逐一落实责任单位，务必保
质保量完成修复任务。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马鹏宇）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濮阳迈出新步
伐。7月 27日，范县范水生态保护与
综合提升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完
工后，所治理河段承担黄河分洪等功
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挥，防洪能力将由
20 年一遇标准提升至 50 年一遇；同
时，工程还将形成具有强大生态服务
功能的集运动休闲、文化展示、田园观
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观。

范水河是范县境内的主要排涝河
道，流域面积 349平方公里，担负着该
县 35万亩农田的排涝任务。范水生

态保护与综合提升工程将通过水污染
防治、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等方
面对范水河进行综合治理，其总体工
程包括河道整治工程、截污及中水补
水工程、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工程等。

范水生态保护与综合提升工程
总投资约 16.77 亿元，采取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PPP)的模式实施；工程合
作期 15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运营期
13年。中铁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的社
会资本合作方，将与范县共同推进该
工程的投融资、设计、建设及运营维
护。③9

本报讯（记者 曾鸣）7月 28日，记
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黄
河 2020 年第 2 号洪水平稳通过上游
河段，7月 27日 18时，黄河上游水旱
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终止。

7月20日 20时 42分，黄河上游干
流兰州水文站流量达3000立方米/秒，
形成黄河 2020年第 2号洪水，水利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自 20日 21时起启动
黄河上游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
应。响应期间，受黄河河源区降雨影
响，上游兰州段维持大流量，中游北干
流、渭河等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
程，潼关水文站27日 16时洪峰流量达

2700立方米/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
员会和流域各省（区）防指、水利厅及有
关单位协同配合、全力应对，有效防御
了黄河第2号洪水。目前，黄河上游汛
情整体平稳，第2号洪水正在兰州至托
克托区间演进，于 27 日晚通过头道
拐。27日 18时，黄河上游水旱灾害防
御Ⅳ级应急响应宣告终止。

当前，黄河正处于“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各
级、各部门将继续密切监视天气变化，
加强雨水情预测预报，做好水库安全
度汛、堤防巡查防守和山洪灾害防御
等工作，确保黄河安全度汛。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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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做好水毁工程修复工作

范水“翻新”助力黄河分洪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信、我省第
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签名的防
护服、按满红指印的请战书、记录中
原抗疫历程的《战“疫”长歌》……前
不久，一件件诉说着动人故事的抗疫
实物被捐赠给河南省档案馆，成为国
家的财富和永远的记忆。

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让你我熟知了邵青青、樊
树锋、薛荣……他们冲锋在抗疫前线
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在这场战斗
中，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他们为前
方提供支撑，为后方提供保障，同样

成为战“疫”中不可或缺的
力量。7 月 20 日，

记者走进省
档案局，

探访战“疫”“后方”的故事。
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仿佛被按

下“暂停键”。虽然全省各级档案馆暂
停现场查档服务，但是全省档案干部
职工并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

“我们档案工作肩负着‘为党管
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重要责
任，越是这样的特殊时期，档案工作
者越要发挥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
参考的作用。”省档案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只有在疫情防控中同步开
展档案收集工作，才能将省委、省政
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
些档案对今后工作查考、历史研究、
经验借鉴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价值。”

疫情伊始，省档案局多次组织召
开专题会议进行会商研判，与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建立协作机制，及时印发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防控中档案管理

工作的通知》，就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调整查档服

务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建档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

与此同时，在线召开各省辖市
疫情防控档案工作会议，要求全省
各级档案部门把档案工作纳入疫情
防控工作总体部署，构筑全省疫情
防控档案工作网络，确保疫情防控
档案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收集和保
管。

今年 2月 3日，全省各级档案馆
选派骨干力量进驻各地疫情防控指
挥部，开展疫情档案的收集工作。

“这次档案征集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从哪儿干、怎么
干成了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对
当时在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的情景，
省档案馆接收征集处处长王培正记
忆犹新。

为了能够高质量完成档案征集
工作，王培正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各个工作组宣讲档案征集的
重要性，并主动对接、积极参加指挥
部的每一次重大活动。“经过我们的
不断努力，指挥部后期的所有重大活

动，都要我和同事

参加。”王培正说。
疫情防控期间，王培正和同事们

连续参加了 26场省疫情防控专题新
闻发布会、11场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
仪式。

为了能够全面记录我省抗疫情
况，全省各级档案馆通过多种途径发
布《关于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的公告》，广
泛征集反映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
部、公安民警及普通群众不畏艰险、
无私奉献的照片、视频、录音、手稿和
实物等资料。与此同时，为河南支援
湖北15批 1281名医疗队员建档活动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抗疫档案是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真实历史记录。”省档案局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档案收
集工作，加大编研开发力度，真正用
档案见证时代记忆。”

截至目前，全省共收集疫情防控
文书档案30万件、照片档案25万张、
录音录像档案 1000 小时、实物档案
6520 件（防护服、标牌、标语、袖章
等）、科技档案800件、会计档案3654
卷、其他档案万余件。③6

□本报记者 周青莎

7月 26日，又是一个普通的周日，
在南阳市红庙路一处 80多平方米的
老旧单元房里，林玲早早起床给阳台
上的花挨个浇水。丈夫金虎还在的时
候，这些事都不用她做。

“我性格马虎，俺家虎子养花可细
心了，他还喜欢骑行、画画，虎子画得
可好了……”林玲浇花的手颤抖着，眼
泪夺眶而出。

对于林玲来说，2020年的春节格
外冷。她挚爱的丈夫永远留在了春天
到来的时刻。那一天是 2 月 4 日，立
春。

那天一大早，南阳市宛城区汉冶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忙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总是随叫随到的党政办主
任金虎却“失联”了。

当林玲骑着电动车赶到办公室，
发现三天两夜没有回家的金虎躺在沙
发上，45岁的生命已戛然而止。在他
的办公桌上，会议记录还没有写完，14
本工作笔记旁放着5盒降压药。

适逢春节，宛城区从湖北回来的
人员有4000多人，汉冶街道是中心城
区最大的办事处，辖区人口近 20万，
设置了 100多个卡点。“那段时间真是
没日没夜地忙，泡面吃得闻到味儿就
想吐。”同事马尊平清晰地记得和金虎
最后三天在一起的情景：步行 20多公
里，实地勘察，设置卡点；给值班的干
部采购、配发防疫物资；对辖区 13个
居民小区和 165 个楼院进行检查，送
防疫物资……直到晚上 11点，金虎才
回到办公室。

“疫情期间虽然戴着口罩，但是我
一眼就能认出他。”去年8月 31日的一

件事，让钓鱼台社区居民李聪从此记
住了这个热心肠的兄弟。

那天是周六，距离孩子上学报名
只剩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拆迁协议
上的公章不清晰，需要重新加盖，可把
几位家长急坏了。“当时天气特别热，
给金虎打电话时他已经离开办公室，
可他二话不说，骑着摩托就赶回来
了。”盖完章，李聪拉着他的手再三感
谢，金虎却憨憨一笑，“孩子上学是大
事，这都是应该的。”

同事们最清楚，该他做的事，他
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不该他做的，只
要一声招呼，他照样答应得干脆爽
快。

张晓越和金虎办公室离得近，电
脑遇到问题总是请教爱钻研的金虎。

“党政办工作琐碎，事情多。即便是加
班，金虎也从未抱怨过。”有一次早上7
点刚过，她提前到单位，看到金虎眼睛
肿着从办公室出来。“你来这么早干
啥？”“姐，我昨天晚上弄到 1点多，可
算把会议记录全部整理完了。”金虎扬
了扬手里厚厚的一本工作笔记本，满
脸喜悦，得意得像个孩子。

张晓越最后一次见到金虎时他正
在搬运防疫物资。“他那天的样子总是
在我脑海里闪现，也不知道跑了多少
趟，大冷天，虎子却一头汗，身上蹭的
都是灰。”说着说着，张晓越的眼泪掉
了下来。

“虎子！”“哎，来了！”曾经，在汉冶
街道办事处的院子里，不管谁有事，只
要一声招呼，一定能听到金虎响亮的
声音。如今，这声音再也不会响起。
同事们路过他的办公室，都会忍不住
慢下脚步，看看那张桌子和电脑，仿佛
那张憨厚的笑脸从来没有离开。他们
说：“金虎虽然是一名普通的基层干
部，但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党员的承
诺，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继续踏
踏实实为群众做好服务。”③9

用档案见证时代记忆

金虎还在，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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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8日，游客乘坐游船在开封市龙亭湖中游览，享受夏日清凉，感受古城历史
文化。⑨6 李俊生 摄

□申明贵

“感谢杜康酒的这次招募机会，让
我成为品鉴官。拿到这么高大上的酒
祖杜康 12窖区一直不舍得喝,今天老
爸从外地回来终于要开瓶了，有点激
动。”网名“你的愿望就是我努力的方
向”的网友在朋友圈兴奋地的表示，由
于自己成了品鉴官，终于有了和老爸
一起分享酒祖杜康12窖区酒的机会。

和网名“你的愿望就是我努力的
方向”的网友一样，诸多网友都是成为
品鉴官后，才正式品鉴到酒祖杜康全
新升级新品，很是期待，在收到酒品后
第一时间拍照晒“福利”，然后迫不及
待地邀家人和好友一起品鉴杜康美
酒。

成为品鉴官 品酒初体验

自5月 15日“杜康品质大鉴定 万
人品鉴官大招募”活动推出以来，杜小
妹（对杜康负责品鉴官招募活动女性
工作人员的昵称）的朋友圈就火得一

塌糊涂，整个朋友圈都被品鉴官的晒
图和“表白”内容“占领”，一度忙的来
不及一一点赞。网友中有晒收到酒品
照片的，有晒朋友一起品鉴场景的，还
有的发品鉴感受内容的。发的内容
中，网友畅谈酒体特点、体验感受，同
时更有对杜康产品和未来发展激情寄
语的，可谓题材多元，内容丰富。

“包装感觉很好，有档次，闻着有
浓浓的窖藏香，入口柔绵，舒服！”网
名“奥美”的网友在品鉴杜康美酒后
表示，自己为了当好杜康品鉴官，品
尝了诸多香型酒，反反复复品鉴，感知
不同香型酒的特点，学习品鉴知识，的
确收获很大，学到了过去没有太在意
的白酒品鉴知识，充分感受到酒文化
的深厚。

的确，和网名“奥美”的网友一样，
众多网友在成为品鉴官前都颇下功
夫，不仅自己品酒自学，还有很多找专
业老师请教，只为能够区分开浓、清、
酱、芝四种香型酒品，掌握四种香型的
不同特点。正如诸多网友在朋友圈表

达的那样，他们能够从看色、闻香、品
味角度表达感受了，尤其是对杜康酒
体“绵甜柔和、窖香浓郁”的典型特点
描述颇有“专业范儿”。

“举办此活动旨在让广大消费者
共同见证杜康的匠心品质，体验豫酒
文化魅力，彰显华夏酒祖风采。”洛阳
杜康控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成为
品鉴官，就等于具备初步品酒知识水
平了，杜康万人大招募，就是要让更多

爱酒人士能够懂得如何品酒，通过品
鉴杜康，让更多人爱上杜康酒。

爱上杜康酒 激情来代言

网名“郎哥的小迷妹”的网友表
示：品鉴酒收到几天了，但是一直没有
合适的饭局品鉴。在端午节，青岛白
酒圈聚会，正好带上酒祖杜康和几位
老友一起品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
评。首先，看外包装，纯手工盒，传统

紫台纹案装饰，蓝色大气的瓶身，金色
尊贵的瓶底，让人赏心悦目。其次，看
酒体，清澈透明，纯粮酿造，品质上
乘。第三，闻酒香，香气浓郁，芳香扑
鼻，空杯留香持久。第四，饮酒质，入
口纯正甘美，香甜浓郁，回味悠长。真
是当之无愧好酒！

据悉，和青岛网友“郎哥的小迷
妹”一样，此次“杜康品质大鉴定 万人
品鉴官大招募”活动确实吸引了省外
众多网友参与，有些还是名副其实的

“杜粉儿”。这些网友通过朋友圈在为
此活动点赞的同时，更是表达对杜康
品质的赞许和酒祖杜康的敬畏，并纷
纷以代言人的身份向朋友推荐。

“作为品鉴官，爱上杜康酒，激情
来代言，这是作为一名‘杜粉儿’最喜
欢做的事情。”杜小妹动情地表示，通
过参与这次招募活动，自己感受最深、
听到最多的就是大家对杜康品质的
认可。

据悉，酒祖杜康 2009年诞生，10
多年过去，酒祖杜康 12窖区以其优良

的品质、大气的包装、适中的价格，在
杜康全系列产品中一枝独秀，获得消
费者广泛好评，并且成为豫酒主力大
单品之一。同时更是凭借优秀品质在
全国圈粉无数。

全新的酒祖杜康 12 区品质升级
是产品升级的重点，10多年来杜康控
股“分区发酵”和“分区储藏”概念享
誉业界，根据窖池的使用年限不同和
原酒储存时间不同，打造不同档次的
酒祖杜康产品，而酒祖杜康 12窖区
采用的是窖龄更长的 50年老池酿造，
从而使得产品入口更加柔和、窖香更
加浓郁、醒酒更快、更舒适。在此之
前，经过了上万人次的品尝，消费者饮
后普遍反映“口不干、舌不燥、醒酒快、
不头疼”。

正如杜康销售公司总经理肖志雄
在“2020酒祖杜康升级产品新模式发
布会”上所说，酒祖杜康品质不断迭代
升级，窖池更老酒更好。杜康万人品
鉴官大招募的成功举办，充分彰显了
酒祖杜康的品质自信。

“我是品鉴官 我为杜康代言”系列报道之三

万名品鉴官 激情来代言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28日从国家航天局
获悉，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目前飞
行状态良好，能源平衡、工况正常，地面测控跟踪稳定，
飞行控制和数据接收有序通畅，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探
测器已脱离地球引力影响范围，进入行星际转移轨道，
飞离地球超过150万公里。

7月 27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团队与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试验队密切配合，控制“天问一号”
探测器在飞离地球约 120万公里处回望地球，利用光
学导航敏感器对地球、月球成像，获取了地月合影。在
这幅黑白合影图像中，地球与月球一大一小，均呈新月
状，在茫茫宇宙中相互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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