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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6月 10日，中国文字博物馆内游
人如织，讲解员带领着一拨又一拨游
客，穿梭于古老的文字之中，感知三
千年前的文明。

“来这里参观非常方便，从京港澳
高速北出站口下站，十分钟就到了。”
来自北京的游客王先生告诉记者，他
此次带家人自驾到安阳旅游，第一站
就选择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接下来，
他们还要前往殷墟，继续探究中华文
明的起源和汉语言文字的演变。

安阳市是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
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2992公里，
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175公里。京
港澳、大广、南林、台辉、菏宝高速与西
北绕城高速公路形成“两纵三横一环”
高速公路网。其中，京港澳和南林高
速在安阳交叉形成高速公路枢纽站。

在安阳，古有几千年的厚重文化，
今有美如画的风景名胜。从京港澳高
速转南林高速一路向西，仿佛进入了一
条蜿蜒的绿色长廊，各种树木串联成
片、红花绿叶错落有致，道路两边的景

色美不胜收。沿线经过世界第八大奇
迹人工天河——红旗渠，最终抵达太行
山写生基地——太行大峡谷。一路走
来，不仅可以欣赏大好河山的壮美，更
可以感悟红旗渠精神，汲取前行力量。

八百里巍巍太行，把最美的一段留
给了安阳。林虑山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90%，是天然的绿色“大氧吧”。安阳市
专门推出了中华古板栗园、太行山森林
运动公园、鲁班豁、林虑山国际滑翔基
地等四个“优选项”，每当风和日丽，登
山、滑翔、跳伞的爱好者都会云集于此。

前不久，沿太行高速安阳段项目
正式开工，起于林州市任村镇，顺接
河北邯郸，最终接入台辉高速，新建
里程58.938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在
太行山东麓形成一条快捷通道，方便
河北、山西以及我省其他地区到太行
大峡谷，对完善豫、晋、冀地区路网结
构、带动三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
沿线资源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濮卫高速、鹤辉高速安阳
段正在加快建设，安罗高速、安新高速
安阳段计划年内开工建设，去年规划
的内黄至林州、内黄至鹤壁高速项目
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安阳高速路
网不断完善，区域中心强市的交通枢
纽优势将越来越明显。”安阳市交通运
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期间，
该市高速公路将基本形成“五纵六横”
的路网布局，实现县县双高速。③5

沿着高速沿着高速
看河南看河南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记者 6
月 15 日获悉，2021 年军队院校招
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日前发布。
27 所军校计划在我省招收 982 人，
其中男生 929人，女生 53人。

今年，在我省招生的 27 所军校
包括军委直属 1 所、陆军 10 所、海
军 5所、空军 4所、火箭军 1所、战略
支援部队 2 所、武警部队 4 所。考
生报考军校须满足年龄、身体等方
面规定条件，特殊专业还有相应具
体要求。需要考生注意的是，报考

所有军队院校均须达到本省一本
线，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须达到
及格以上。考生志愿填报及其他细
则将于近日发布。

招生部门提醒，高招录取期间，
经常有人打着军校招生的旗号进行
招生诈骗，严重影响了考生志愿填
报，干扰正常招生秩序。军校招生
严格执行教育部“阳光招生”政策，
没有所谓计划外名额和内部名额，
任何人许诺保证录取的，考生和家
长不可轻信。③7

本报讯（记者 杨凌）6 月 15日，
记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获悉，为帮助广州抗击疫情，近日，4
辆由宇通集团和文远知行联合研发
的无人驾驶巴士“小宇 2.0”开始向
封闭管理区无接触输送物资，既有
效避免了人员接触，也保障了隔离
区的生活物资供应，赢得当地民众
广泛赞扬。

据悉，这次进入隔离区的“小
宇 2.0”实现了真正的无人驾驶，并
可在开放道路上行驶，车内没有安
全员，可以保证没有人员因为要运
送物资而导致感染。据宇通客车工

作人员介绍，“小宇 2.0”可在预设的
起点和终点之间往返，一次运送 1.2
吨物资，最高时速可达 40公里，从荔
湾区鹤洞大桥出发点到目的地小区
一般只需 10分钟。6月 5日一天，无
人小巴连续工作 12小时，向隔离区
输送了约 9吨物资。

宇通第一代 L4 级微循环巴士，
早在 2019年已开始在开放道路试运
行。2020 年，宇通客车与文远知行
合作成功研发出二代无人驾驶巴士

“小宇 2.0”。目前，“小宇 2.0”已批量
下线，将在广州、南京、长沙、郑州等
地投入运行。③7

27所军校在豫招生982人

一天为广州隔离区输送9吨物资——

宇通无人巴士为“智慧抗疫”立功

一路通达古与今

淮滨县王店、期思等乡镇，阡陌纵横，禾苗泛绿，一派生机盎然景象（6月 14日摄）。目前，该县正由南到北掀起夏管
高潮，当地群众抢抓农时，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⑨4 邱彦文 符浩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端午节期
间，降雨主导我省天气。6月 15 日，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未来两天，降
雨依旧是主基调，17 日我省降雨才
会结束。

12日 8时至 15日 6时，我省多阵
雨、雷阵雨和分散性暴雨，全省有465
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
大出现在社旗县兴隆 377.9 毫米，濮
阳县柳屯最大小时雨强132.8毫米。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一平介
绍，截至 15日 6时，豫北、豫中、豫西
南、豫东等地墒情明显改善，全省干旱
占比从 34%降至 17%。预计 16日西
部、南部仍有强降水，17日全省降水
结束。

省农业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彤
霄说，已完成夏种的田块要注意查看
田间出苗情况，出现缺苗断垄的要及
时进行补种。同时，各地需关注可能
由局地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及地质灾
害、局地内涝、田间渍水，加强旅游景
区、矿区、施工工地和重要路段的管
理，以及雷电和雷暴大风可能带来的
危害。③9

各地墒情明显改善
今明两天仍以雨为主

□本报记者 尹红杰 孙美艳

沿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丹江水
一路向北。

位于平顶山市鲁山县的沙河渡
槽，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一个重要
建筑物。这里距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200余公里。

6月 8日，登上渡槽向远望去，眼
前的渡槽好比一段“天河”，飞架在沙
河之上，绵延 9公里，护送一渠清水继
续北上。

渡槽，即在河渠、溪谷、洼地和道
路上设立架空水槽以输送水流。这样
一条空中水道也被称为“过水桥”。沙
河渡槽，施工于 2009年，通水于 2014
年。

为何要在鲁山建设这样一条空中
水道？原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流经
鲁山县时，遇到沙河、大郎河、将相河
三条大河的阻拦，综合当地耕地面积、
环境保护、行洪过流等因素，渡槽方案
无疑是最优选择。

据了解，沙河渡槽是南水北调中
线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控制性
工程之一，总长 9050米，设计流量每
秒 320 立方米，加大流量每秒 380 立
方米，综合规模世界第一。

不仅如此，沙河渡槽还创造了多
个第一。

沙河梁式渡槽并行 4 槽输水，输
水断面 219.4 平方米，世界第一；它
是世界最重的吊装渡槽，单槽重量
1200 吨；它还是世界首座实现“槽上
运槽”的渡槽，同时是世界最大的涵
洞式渡槽，以及单槽最宽的落地渡
槽。

多个“世界第一”，填补了国内
外水利行业大型渡槽设计及施工的
技术空白，被誉为综合规模“世界第
一渡槽”。正是依靠像“沙河渡槽”
这样一个个“创纪录”工程，一渠清
水才能流淌千里，惠及一个又一个

城市、乡村。
在沙河渡槽建设中，遇到很多难

题。架设难度大，是建设人员最头疼
的问题。

渡槽过流到设计水位时，每榀渡
槽水体的重量约 1300吨，加上渡槽，
一共有 2500吨，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
重量，渡槽又是薄壁设计，非常考验供
水运行的安全稳定性。槽身为U形双
向预应力结构，且架设时采用“槽上运
槽”方法，架设难度极大。

“在架设渡槽时，架槽机的高度
约 42 米，相当于 14 层楼的高度。整
个架设过程，架设精度要求非常高。”
南水北调中线鲁山管理处副处长吴
海洲说，为解决渡槽伸缩缝后期止水
维护问题，单榀槽身一次浇筑成型，
沙河渡槽的槽身还设有可更换的橡
胶止水带，最大限度减少了渡槽渗漏
的情况。

看着一渠清水北送，吴海洲的思
绪回到了7年前。

2014年，持续蔓延的旱情让平顶
山市的 143座水库干涸了 69座，49条
河道断流了 39条，“水缸”白龟山水库
也见了底，这座人口达百万的城市供
水告急。

关键时刻，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应
急调水，清凉的丹江水为这座城市解
了燃眉之急。

今年 5月 26日下午，鲁山县城南
水厂成功完成试运营，城区7000余户
自来水用户也正式用上了南水北调中
线的水。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鲁山段累计向平顶山市供水 5.87 亿
立方米，其中生态补水 2.96 亿立方
米。

吴海洲说，南水北调真正发挥了
国之大者、利国利民的作用，为国家的
经济腾飞提供着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在他身后，沙河渡槽中水声潺潺，仿佛
一首动听的歌。③6

空中立交桥 清水从“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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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鲁山县的南水北调中线关键性工程——沙河渡槽。本报记者 孙美艳 摄

南阳理工学院积极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调
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医圣故里
的中医药原生地优势、仲景文化优势，
汲取传统精华，聚焦仲景学术，持续推
进中医药学科专业建设和中医药人才
培养、中医药文化传承等工作。

深化宣传教育，提升讲话精神实
效力。学校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南阳考察调研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做好宣传、保证落
实、力求实效。一是第一时间召开会
议学。5月 14日，学校召开座谈会，师
生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察
调研时的相关报道，教师卞华，学生江
睿、夏天天等师生分别发言，分享了学
习感受。二 是 下 发 文 件 明 确 要 求
学。校党委下发通知，将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考察调研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作为学校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分类分级
开展学习教育培训。三是精心组织多

种形式学。5月 25日至 31日，学校采
取“线上辅导+线下自学+线上测试”的
方式组织全体中层干部学习，全校2万
余名师生参与。6月 3日晚，学校举行
分享报告会，近 500 名团员青年参加
会议。四是融合媒体宣传引导学。通
过校园网、官方微信微博以及社会主
流媒体等平台，对师生反响及学习活
动开展情况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共计
百余篇。

优化学科结构，提升中医药发展
支撑力。坚持学科建设龙头地位，大
力加强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进学
科交叉融合，加快推进新医科建设。
一是持续学科优化调整，聚力专业融
合发展。突出地方特色，顺应时代发

展，打造与南阳中医药行业产业发展
相适应的专业集群，把化学与工程学
院食品与工程专业整体调整至张仲景
国医国药学院，加强专业的交叉融合、
教师的优化组合，做优做强中医药文
章。二是抓好专业认证，聚力质量提
升。以专业认证为抓手，全面提升中
医药人才培养质量，依据《本科医学教
育标准——中医学专业》，坚持“以评
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
重在建设”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十大
领域”全面推进专业认证，中医学专业
已经通过专业认证，获批为河南省一
流专业。三是加强团队建设，提升科
研整体实力。学校组建了由 35 名博
士、高级职称教师组成的2大科技创新

团队，利用现代科技开展仲景方药的
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研究、仲景方药
大数据研究等，推进仲景方药的传承
创新。目前，中医内科学已经获批为
河南省重点学科，团队先后获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7项。

强化文化传承，提升中医药发展
引领力。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瑰宝，是
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作为医圣张仲
景故里、中医药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南
阳理工学院注重传承仲景思想，大力
弘扬中医药文化。一是重视师生中医
典籍文献素养提升。把学习中医典籍
作为中医学的基础课和必学课，组织
师生学习《黄帝内经》等经典巨著；注
重培养中医文献名师，通过外出进修、

柔性引进中医高层次人才等多种方
式，培养多名教学名师，提升了学生中
医文化素养。二是注重浓厚中医药文
化环境的营造。学校建设了张仲景医
史馆、张仲景药用植物园、张仲景文化
长廊、中药标本馆等，获批“河南省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使学生在润
物细无声中感受中医文化熏陶，不知
不觉中提升了中医文化素养。三是强
化学生实践锻炼。每年组织新生和毕
业学生赴医圣祠拜谒张仲景，感受张
仲景医德医术思想，提升医者仁心境
界，培养学生中医爱国情怀；成立了仲
景文化等 6 个社团，加入社团学生
2000多人，开展了一系列中医文化传
承活动，开拓了全校学生中医文化知

识；每年组织 1000余名师生志愿者参
加南阳市张仲景医药科技文化节，实
现文化传承与文化育人的有机融合，
不断提升师生的中医文化自信。

硬化落实举措，提升中医药发展
服务力。坚持扎根南阳大地，服务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坚定应用型办学定
位，促进校城共荣、校地共进。一是致
力于中医应用型人才培养。加强中西
医结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将“个性
化”为特征的师承教育与以“标准化”
为特征的院校教育相结合，构建适应
新时代的中医教育体系，培养医德高
尚、医术精湛和社会责任感强的医、
药、护应用型人才。二是进一步提升
服务地方社会经济能力。利用学校中
医药人才和科研优势，加强产教融合，
与西施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树
铭药业有限公司等南阳中医药企业开
展技术研发项目合作，努力实现教育
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价值链的无缝对
接，为南阳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作出贡
献。 （高芳放 颜英利）

牢记嘱托 践行使命
南阳理工学院赋能聚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周
强 郭纬航）“去年我们在南水北调中
线总干渠长葛段发现有监测点出现地
面沉降，目前已经查明了原因，采取了
有效的治理措施。”6月 15日，河南省
地矿局有关项目负责人说。

这是省地矿局为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提供地质技术保障的一个场景。自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以来，省地矿局
发挥地质技术优势，先后完成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的建设场地压覆矿产资源储
量核查、生态环境治理、部分地段地面
沉降研究等地质工作，为保障一渠清水
永续北送提供了地质技术支撑。

该局先后完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1∶5000航空影像图编制420平方千米，
1∶5000带状地形图测量420平方千米，
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
程预算提供了工作底图，为项目的建设
运营与维护提供了技术保障。此外，还
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河南段
涉穿越四大流域的河流调查工作。

省地矿局还在渠首南阳多地开展

了生态环境治理、矿产资源勘查、水文
地质调查、城市地质调查等工作。该局
参与实施了南阳市多个县区露天矿山
综合整治项目、镇平县夫子岈金矿、淅
川县金河镇火煤村建筑用石料白云岩
矿等绿色矿山建设技术服务，从污染源
头进行防治，积极保障南水北调的水源
安全。同时积极参与国家地下水监测
工程，调查研究部分市县地下水水质变
化，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水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水土污染防治、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地质
灾害防治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修复矿山地质环境，守护绿水青
山。省地矿局实施的南水北调中线渠
首两侧（汤山—遮山）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项目已经顺利完工。通过修复
治理，治理区内的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已得到有效遏制；对已破坏的地形地
貌景观和土地资源进行了综合修复整
治，有力改善了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汤
山地区的良好生态环境，为丹江口水
库提供了生态环境保障。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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