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
阳市交警支队获悉，清明期
间市民将到市区附近的公墓
祭祀，为了方便市民通行，交
警部门针对市区道路通行情
况给出建议性路线。

交警给出的建议路线

清明期间，310国道周边
各主要路口届时将出现扫墓
交通流和出游交通流叠加情
况，特别是310国道定鼎北路
至启明北路口段封闭施工，
预计将形成较大高峰。

前往烈士陵园扫墓、祭
祀的群众，建议行驶路线：定
鼎路—状元红路—烈士陵
园；前往凤凰陵园扫墓、祭祀
的群众，建议行驶路线：定鼎
路—魏紫路—经七路—北环
路—凤凰陵园；前往宝山陵
园扫墓、祭祀的群众，建议行
驶路线：定鼎路—状元红路
—龙光路—北环路—宝山陵
园；前往邙山公墓扫墓、祭祀
的群众建议行驶路线：定鼎
路—状元红路—邙山公墓；
前往北邙公墓扫墓、祭祀的
群众建议行驶路线：定鼎路

—魏紫路—经七路—北环路
—洛吉快速路—北邙公墓；
前往洛阳九皇仙府陵园的群
众建议行驶路线：华山路—
机场路—高速引线；前往盘
龙冢森林陵园去的车辆，建
议从东花坛—启明北路—老
310国道—穆斯林大道—盘
龙冢森林陵园；前往盘龙陵
园去的车辆，可从北盟路或
中信大道或启明北路驶入老
310国道到达目的地。

如以上道路通行状况不
佳，且须经过310施工路段，
交警建议错峰出行，提前安
排时间前往。遇堵塞时排队
等待，听从交警指挥，切勿强
行加塞、逆行、乱停乱放。

4月1日起，二广高速洛
阳伊滨站正式开通，该站位
于二广高速关林站与龙门站
之间，二广高速与科技大道
互通立交处，该站通行条件
较好，建议前往伊滨区和龙
门景区的车辆由此上、下站。

市区及高速施工情况及
行车注意事项

施工路段：王城大道快

速路工程，太康路以南、王城
大桥以北为施工区域，需借
保通路通行；洛阳地铁一号
线，涉及西环路、中州西路，
武汉路、西苑路、延安路、中
州中路、中州东路；洛阳地铁
二号线，涉及310国道、国花
路、解放路、王城大道、开元
大道、兴洛西街、伊洛路；南
昌路提升改造工程，西苑桥
北至南苑路口为施工区域，
需借保通路通行；定鼎路北
环立交桥、开元大道西延工
程正在施工，需按指示标志
绕行；郑卢高速上戈站施工
封闭，二广高速伊河大桥、洛
河大桥因施工单幅双向通
行，其他高速路段及站口通
行正常。

交警提示：清明假期继
续施行高速公路小型汽车免
费通行政策，短途出行增多，
预计高峰出行时段将出现在
4月5日（周五）上午、4月7
日（周日）下午。司机朋友应
自觉遵守各项交通法规，切
勿超员、酒驾。市民发现有
交通违法行为，可拨打110进
行举报。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涧
西区东升一小获悉，来自西
班牙的全国校园足球“满天
星”训练营的欧足联A级教
练员路易斯，到洛阳市涧西
区东升一小进行足球训练指
导。

放松运动、跑跳热身、运
球指导，外教足球教练的一
系列教学理念，让学生们享
受到外教足球课的活力与快
乐。语言交流虽有障碍，但
外教丰富的肢体语言，娴熟
的带球动作，引领学生在绿
茵场上尽情释放足球运动所
带来的快乐。

东升一小相关负责人

说，把外教的理念与校本课
程衔接，让足球从孩子兴趣
入手，向规则教育转化，东升

一小着力探索校园足球特色
教育教学和活动模式，实现
全员参与、体育育人的目的。

本报讯 3月27日记者
从洛阳师范学院获悉，近日
教育部下发《关于公布2018
年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认定结果的通知》，洛阳
师范学院晋银峰教授主持申
报的《小学全科教师教育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成功
获批2018年度国家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目，洛阳师院
是教育学类别中河南省唯一
一所入选高校。

近年来，洛阳师范学院
高度重视教育教学改革，持
续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建设
与完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实
验教学项目深度融合，拓展
实验教学内容广度和深度，

延伸实验教学时间和空间，
探索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
新型实验教学模式，提升实
验教学质量和水平。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是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建设工作的深化和
拓展，是面向高校和社会免
费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的平
台。该平台坚持立德树人，
强化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
理念，坚持“学生中心、产出
导向、持续改进”的原则，突
出应用驱动、资源共享，将实
验教学信息化作为高等教育
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以
高质量实验教学助推高等教
育教学质量变轨超车，助力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本报讯 自 3 月 25 日
2019年“体彩杯”河南省赛
艇、皮划艇（静水）冠军赛在
洛阳水上运动中心（宜阳）开
赛以来，赛程进入到第三天，
男子赛艇500米8人单桨有
舵手，男子赛艇500米单人
双桨、女子赛艇500米单人
双桨、男子赛艇500米 8人
单桨有舵手、男子单人皮艇
500米、女子单人皮艇 500
米和男子单人划艇500米等
7项赛事已结束，部分比赛
进入激烈的决赛程序。

此次比赛为期5天，共
有郑州、南阳、开封、信阳、安
阳、许昌等15个地级市代表
队参加，领队、教练员、运动
员 526 人参加。比赛设男
子、女子单人双桨，双人双

桨，8人单桨有舵手，单人皮
艇，双人皮艇等30个项目。

宜阳县体育公园位于风
景秀丽的县城滨河北岸、前
进大桥以西，由静水皮划艇
基地、户外运动中心等部分
组成。静水皮划艇基地有可
容纳1500名观众的亲水看
台、裁判艇码头、发令台、计
时塔、9条2000米深水航道
等设施。

近年来，宜阳县已先后
承办了“2015年全国皮划艇
激流回旋青少年锦标赛”

“2016年全国皮划艇激流回
旋春季冠军赛”“第十三届全
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飞
碟射击及皮划艇激流回旋比
赛”等国家级、省级比赛。

本报讯 3月26日，2019
“大美中国、走进洛阳”中部
地区交通广播记者采风活
动，在洛阳市万安山旅游度
假区云顶酒店正式启动。来
自九省的40家交广媒体人，
将共同助力第37届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活动启动仪
式上，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洛阳万安山旅游度假

区，为媒体大咖们准备了关
于洛阳旅游的视频短片，并
进行了现场讲解，简明扼要
地介绍了洛阳市情和近年来
洛阳经济旅游等发展情况。

媒体团还将前往龙门石
窟、洛阳博物馆、关林庙、万
安山七彩大峡谷、洛邑古城
等旅游景区采风，观看大型
实景演出《武则天》，多角度

深入采访报道洛阳旅游文化
发展情况。洛阳旅游资源丰
富，目前，全市拥有5A级景
区5家、4A级景区16家、3A
级景区15家。据洛阳旅游
统计数据显示，仅2018年全
市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
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8%；
入出境旅游总人数2.91亿人
次，同比增长7.8%。

本报讯 3月26日，洛阳
市2019年体育工作会议在
洛阳新区召开。

2018年，洛阳市加快完
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争取国家、省项目资金435
万，为177个村和城市社区
免费安装体育健身工程150
套、健身路径58套、多功能
运动场6个，为130个城市绿
地游园、社区（农村）安装或
更换体育健身器材，同时免
费为50个游园绿地安装健
身器材。2018年，洛阳市体
育产业总规模逾35亿元，同

比增长20%，占全市GDP的
0.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会议对2019年的体育
工作进行部署。今年，洛阳
市体育局将围绕“创建全民
运动健身模范市”这一工作
主线，加快青少年竞技体育
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全民健
身六边工程、“体育+多元融
合发展”工程和体育场地、场
馆建设提升改造工程建设，
全面启动省十四运会筹备，
同时大力推动全民健身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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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九省媒体人 齐聚洛阳采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实习生 熊佳瑶 姜娜

西班牙欧足联A级教练
到东升一小进行足球训练指导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郭世峰 文图

洛阳师院获批国家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通讯员 孟宪乐 焦丽君

2019年“体彩杯”河南省
赛艇皮划艇冠军赛进入第三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通讯员 张珂

清明祭祀绕开拥堵及维修路段
前往各陵园交警已给出建议路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谢育健

洛阳召开今年体育工作会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实习生 姜娜 通讯员 沈鸿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