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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日志

“花海”变身热门打卡地郑州
□本报记者 何可

最近，黄河南岸沿黄生态廊道郑州
段沐浴在春光里，被“花的海洋”拥抱着，
已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春分春过半，海棠花正艳。3月 24
日，黄河南岸虎牢关附近的汜水镇新沟
村，荥阳市海棠花节开幕。众多游客徜
徉在千亩海棠花海里，举起手机、相机记
录美好画面，并“晒”到朋友圈里。

海棠花基地是新沟村 2017 年引进
的扶贫产业项目。目前有海棠和各类苗
木 6万株，在这里，游客可以赏花、骑马、
遛娃、野餐，在无限春光中亲近自然。

该村顺利脱贫摘帽后，2020年被纳
入郑州市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名单。目
前，汜水镇共有南屯村、汜水村和新沟村
3个美丽乡村精品村，另有3个美丽乡村
示范村。“汜水镇正在加快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打造全域旅游，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汜水镇镇长李春梅说。

赏完海棠，驱车沿黄河快速路向东，
穿过樱花盛开的樱花大道，就来到了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穿黄口旁的古柏渡丰乐樱
花园。这里是南水北调古柏渡穿黄文化
旅游规划区域5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

站在穿黄博物馆楼上俯瞰 5000 亩
“樱花大观”，娇媚的

樱花与油菜花、二
月 兰 等 交 相 辉

映 ，好 一 派 壮
丽美景。樱
花园内汇聚

了百余种近 12万株来自全国各地的珍
稀樱花品种，让游客一饱眼福。

热门打卡地不止荥阳。158公里的
郑州段沿黄生态廊道，如黄河边上一条
绚丽的丝带，将河洛古国、巩义河洛湿地
公园、桃花峪黄河中下游分界线、秦王寨
遗址、古柏渡、大河村遗址等沿线景点穿
珠成链，沿途景色美不胜收。

黄河生态廊道郑州花园口示范段，
是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流动地景、自
然共生”的理念深入人心，省市投资 2.2
亿元，在 S312以南、惠济区六堡村至八
堡村之间，构建流动地景的骨架和自然
森林群落，再现茂林修竹的沿黄景观。

在沿邙岭主要交通道路两侧，榆叶
梅、紫荆、碧桃竞相开放，“绿廊、花径、果
香”连起了S312、大河文化绿道、历史文
化景点、生态民宿、观光采摘园等，形成

“春赏花、夏乘凉、秋采果、冬观景”的邙
岭森林生态文化体验路网体系。围绕双
槐树、虎牢关等历史文化遗址，各类生态
保遗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实施，一处又一
处网红打卡地逐渐成形。

为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中郑州的使命责任扛起来、把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的门户立起来、在全国高质量
发展格局中强起来，郑州市充分发挥沿黄
生态廊道的区位、生态、文化优势，努力构
建以文化体验、生态休闲和健康养生为核
心的多元产品体系，着力打造中原城市群
文化生态型休闲度假优选地，为公众提供
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③8

□本报记者 杨凌 曾鸣 实习生 杨美娟

3月 30日，在位于南水北调穿黄口的荥阳古
柏渡丰乐樱花园里，十万余株樱花组成灿烂花海，
为春日的黄河增添明媚色彩。

千年来，古柏渡作为黄河的渡口，等待着来往
匆匆的人们。而今，历史赋予了它新的使命，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上的重要建筑——穿黄工程
就横亘在这里。

朵朵樱花掩映中，穿黄博物馆静静伫立。博物
馆以南水北调1∶1试验场为基础，创造出一个供游
客游览参观的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身临其境见
到仿真穿黄地下隧洞，近距离感受南水北调穿黄工
程的伟大。“长江和黄河在这里‘相遇’了。”驴友刘
先生感慨。

黄河沿岸，处处好风光。走进郑州黄河滩地
公园，观景、看河、漫步林间小道，驴友们感受着沿
黄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之美。

“郑州黄河滩地公园是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的
核心区，是展示黄河自然景观、生态保护水平、文化
特色和高质量发展成就的重要载体和窗口。”郑州
黄河滩地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郑州黄河滩地公园是黄河河南段生态修复的
缩影。这里规划面积44平方公里，分为黄河湿地
生态修复区、湿地片区、黄河生态农业示范区等
14个功能区。“我为黄河生态治理的成效感到骄
傲，曾经人们眼中的害河，逐渐成为一条真正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驴友孙先生说。

南裹头广场是 1963年破除原花园口枢纽工
程拦河坝遗留的一段，因处于河水南侧，故名“南
裹头”；海事观景点湿地花园片区满足了市民亲近
黄河的心愿，可以近距离一览黄河壮丽风光；渡口
广场为游人提供休憩与观景空间，让人感受“人在
林中走”的惬意……滩地岸边，一花一草都是风
景，黄河生态廊道的“高颜值”展露无遗。

黄河对于河南的馈赠，不仅有雄奇壮美的自
然风光，也有着厚厚的文化积淀。走进郑州黄河
文化公园，处处都能感受到黄河文化的气息。

在临河广场，刻着“黄河”二字的碑石矗立岸
边。向上游远眺，可看到山地与平原在此分野的
桃花峪；向下游观望，能目及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
桥和“万里黄河第一桥”遗址。

炎黄二帝巨塑、黄河碑林……黄河文化公园
内，文化景点星罗棋布，每年吸引着上百万名游客
前来参观游玩。临河广场上有许多游客拍照留
影，这里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黄河文化公园里不仅有着壮丽优美的自然
景观，还处处涌动着文化气息，来这里等于上了一
堂文化课。”驴友钟先生说。

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交相辉映，古老的黄河
流过漫漫岁月，如今正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③4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记
者3月29日获悉，济源向全社
会发出倡议，提倡人们结对

“认亲”那些没有亲人、没有后
人甚至没有留下籍贯和姓名
的无名先烈，让英雄不再孤单。

济源烈士陵园负责人杨辉对记
者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烈士陵园内安葬着为民族独
立解放、为国之强盛民之安康而英勇
牺牲的革命先烈，他们中有一部分人
牺牲时没有留下后人，甚至没有留下
籍贯和姓名，还有的长眠于异乡。这
些为国家和人民牺牲的无名先烈，更
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亲人’。”

为了让这些无名先烈有人哀
悼、不再孤单，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

际，济源郑重倡导全社会都来
“守护英烈·认亲祭扫”，倡议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广大人
民群众根据烈士陵园提供的
烈士名单报名“认亲”，并填写

申请表；结对“认亲”成功后，在每年
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为

“认亲”的烈士进行祭扫；每人结对
“认亲祭扫”的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
年，因工作地点变更、行为能力发生
变化等不能再参加“认亲祭扫”的，
提出申请后退出“认亲”。

济源不少市民纷纷表示支持
“认亲”活动。参与“认亲”活动的一
位市民在申请表上深情地写道：“您
虽然未曾留下姓名，但我依然能感受
到您为革命捐躯的豪情壮志！”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在
庄严肃穆的乐声中默哀缅
怀英烈，在英雄长眠之地重
温入队誓词、入团誓词、入党
誓词……3月 30日，商丘市多所学
校的师生来到商丘市革命烈士陵
园开展纪念活动。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广场前传来铿锵有力
的少先队员宣誓声，来自商丘市第一
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正在以自己的
方式向曾经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们献

上哀思。“今天到这里来，让我体
会到老一辈革命先烈付出的努
力和牺牲，深刻认识到现在的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更加
努力去学习奋斗，长大后报效祖

国。”该校五一班学生潘优雅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现在也正值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之
际，今天的活动就是一堂非常生动的
党史教育课，激励学生颂党恩、跟党
走，争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商丘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九年一贯制学校
校长刘春莉告诉记者。③4

本报讯（记者 柯杨 史晓琪）一
堂让人听了会流泪的思政课；一所
就业很牛的“扫地僧”高校；一位资
深教师倾情解答——“我们该培养
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破解，“减
负”“增智”真的能同时实现吗……

4月2日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
推出大型系列直播活动——“记者带
你进校园”，瞄准时下广受关注的教育
话题，走进大中小学校校园寻找答案。

我们希望，这组报道能立体呈现
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在培养下一代方面
的探索和努力，展现河南教育的形象
与实力，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100周
年；帮助家长消除孩子教育方面的困
惑、焦虑、压力，帮助社会读懂孩子、理
解孩子、接纳孩子，帮助我们领悟教育
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意义。

我们努力生产有用、有趣、有价
值的内容，以“直播+视频+文图”的
创新形式增强产品的传播力。您可
以登录“顶端新闻”平台、抖音号“记
者带你看”，看同步直播，也可以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相关学校的新
媒体平台，观看由直播精华内容剪
辑制作成的短视频。河南省教育厅

官方微博也将鼎力相助同步直播。
我们期待您的关注，您的参与，

您的互动。在这个万物复苏、充满
希望的春天里，请跟党报记者一起，
向校园进发吧！③8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如何打好小麦病虫害防治突击战？会议
做出了安排。

突出重点区域。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漯河、
平顶山 6市 45县（市、区）是条锈病、赤霉病防治的重
点和关键区域，豫北和豫东是我省“倒春寒”的常发区
域。上述各地要加强苗情、病情和气象监测，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适时开展应急防治、统防统治和群防群治，
坚决防止条锈病、赤霉病大范围流行，科学防范“倒春
寒”，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

抓住关键环节。对条锈病，要坚持“带药侦查，打
点保面”“发现一点、控制一片，发现一片、控制全田”，
做到应治尽治；对赤霉病，要抓住抽穗到扬花关键窗口
期，确保防治效果。对“倒春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在寒流来临前，对墒情不足麦田提前浇水补墒，预
防冻害发生；一旦发生冻害，要及时浇水、追肥，促进受
冻小麦尽快恢复生长。

坚持统防统治。今年我省下拨的病虫害防治资金
将超过2亿元，较去年增加1000万元，各市、县两级财
政也要统筹整合资金，切实加大防治投入，确保财政资
金支持不少于去年。要发挥各类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
的主力军作用，组织开展统一喷防作业，支持引导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
统防统治服务，确保防治进度和效果，最大限度减轻灾
害损失，努力实现防病抗灾夺丰收。③9

济源提倡结对“认亲”无名先烈

烈士陵园里的党史课堂

清明时节清明时节
祭英烈

家长想听的、校长想说的、学生需要的，统统在这里——

河南日报·顶端新闻
“记者带你进校园”开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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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陆续进入拔节抽穗期，也是病虫害防控关键期

如何做好“两病一寒”防控

3 月 31 日，我省召开小麦病

虫害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

析研判当前小麦生产形势，安排

部署以条锈病、赤霉病、“倒春寒”

（简称“两病一寒”）为重点的重大

病虫害防治工作。小麦“两病一

寒”年年防控，为何今年我省特别

重视？做好“两病一寒”防控要抓

住哪些重点？会议上透露了重要

信息。

□本报记者 刘红涛

当前，我省小麦从南到北陆续进入拔节抽穗
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而“两病一寒”威胁不
容忽视。

条锈病方面，受多种因素影响，去年 11月28日我
省在淅川县查到了冬前发病中心，比常年提前了三个
月。进入3月份以来，因连续几次降雨，增加了田间湿
度，对病菌侵染和显症十分有利，该病在我省扩展速度明
显加快。

农业农村部最新通报，目前与我省毗邻的湖北小
麦条锈病已进入流行高峰期，外来菌源将持续大量传
入，加之近期我省大部分地区连续降雨，田间湿度大，
未来一个月，该病将在我省加速扩展蔓延，发生程度将
进一步加重。

小麦赤霉病属典型的气候型病害，只要小麦抽穗扬
花期遇阴雨、大雾或大面积露水天气，病菌就会集中侵
染，引起病害暴发流行。据省气象部门预报，4月份我省
将有4次明显降雨过程，如果与抽穗扬花期吻合，赤霉病
在我省特别是豫南地区偏重以上流行的风险将明显增
加，同时还会加重条锈病等多种病害的发生程度。

此外，春季气温起伏大，未来一段时间还极易出现
“倒春寒”，如果条锈病、赤霉病、“倒春寒”叠加发生，将
对今年小麦生产构成极大威胁。

“从现在起到 4月底是‘两病一寒’防控的关键时
期。”小麦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认为，做好“两
病一寒”防控农时紧、任务重，务必要抓紧抓好。

未来降雨多
“两病一寒”发生概率大

胸怀“国之大者”
打好防治突击战

3月 31日，清明祭英烈主题团日活动在郑州烈士陵园举行，引导青年
团员了解党的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缅怀
先烈

“认亲”
祭扫

3月 30日，在荥阳市广
武镇桃花峪的黄河中下游分
界碑处，黄河风情尽收眼
底。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3月30日，游客在黄河岸边的荥阳古柏渡丰乐樱花园游玩。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
良梓）3月 30日 ，位于方城县
的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
址，迎来了 30 名特殊的“学
员”。他们是南阳师范学院青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社团的同
学，清一色的“00后”。他们手捧白色
菊花，为烈士献花，重温入党誓词，并
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牛田盛
教授，拿着一双草鞋走到大家面前动
情地说：“同学们知道穿草鞋走路是
什么感觉吗？1934年11月16日，突
降寒流，雨雪交加，战士饥寒交迫，穿
着草鞋，踩着石头、冰碴，留下一串串
带血的脚印……红二十五军是一支
少年红军，平均年龄只有15岁。但就

是这样一群孩子却组成了一支
英雄的部队，最先走完了长
征。”

来自青马社团的徐世顺
说，虽然跨越 87 年，但作为比

小战士还大一些的同龄人，我被他
们身上一往无前、顽强拼搏、舍生忘
死的精神所打动。他们的精神激励
着我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为祖国
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每次走
访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望着同学们
期盼的眼神，南阳师范学院党委书
记卢志文给同学们“打气”：“同学们
正值大好年华，要坚守理想信念，要
苦练本领不负韶华，将来成为国家
的栋梁之材。”③9

跨越87年的精神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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