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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洛阳市孟津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黄鹿山绿岛生态园水域，山清水秀，美不胜收。近年来，孟津区对区域内黄河沿岸统一规划，实
施生态廊道、湿地修复、水系治理、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工程，极大改善了沿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观光的好去处和新兴打卡地。⑨6 郑占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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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勇

5 月 15 日我省将进入汛期。确保安
全度汛，河南准备好了吗？

4月 15日，全省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透露，今年我省防汛抗旱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我省将从排查隐患、完善预案、
强化保障、应急演练和重点环节等五个方
面发力，做好备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今年以来，我省天气复杂多变，平均气
温明显偏高，气温起伏波动较大，出现多次
寒潮天气过程。1月至4月上旬，全省平均
降水量 92.6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三成。
据省气象局预测，今年夏季我省降水时空
分布不均，豫北、豫西、豫东以及豫中部分
地区出现暴雨洪涝的可能性较大，豫南出
现气象干旱的可能性大。

据了解，各级防指成员单位将围绕河道
险工险段、小型水库、淤地坝等重点区域，开
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制定“问题、任
务、责任”清单，跟踪督促隐患整改。与此同
时，根据汛前检查中暴露出的问题，我省将
重点完善病险水库调度抢险、山洪灾害防
御、重点工程及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预案，进
一步细化完善超标洪水防御预案，重点落实
爆破分洪、预警通信、群众安全转移安置等
措施，科学合理安排超标洪水出路。

去年，我省取得了抗御“7·19”暴雨洪
水的全面胜利。今年，我省将吸取经验教
训，在主要防洪河道的重点河段储备块石
等物料，确保抗洪抢险时能就近调用，同时
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配齐配强救援装
备，多措并举保障防汛抗旱抢险救援物资
足额储备。

如果发生洪涝灾害该怎么做？抢险救
援救灾应急演练来教你。水利部门将继续
开展历史典型洪水模拟推演和防御超标准
洪水调度演练，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地
区逐村逐户开展山洪灾害转移避险演练。

我省还将进一步完善滩区、蓄滞洪区
群众迁安救护方案，全力保障黄河防洪安
全和下游滩区 100万群众生命安全；抓好
山丘区淤地坝和尾矿库安全度汛准备，严
防山洪灾害造成群死群伤；提前疏浚城市
排涝河道，落实城市下穿式立交桥、涵洞等
易积水点和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地下公
共空间的防水、排涝措施，保障城市安全；
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确保粮食安全和城
乡供水安全。③8

距离汛期不到一个月
我省这样备汛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4 月 15 日，
记者从省“四水同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获悉，我省今年各地积极谋划“四水同
治”项目 929个，计划完成投资 1072亿
元，第一季度已完成投资202.97亿元。

我省各地“四水同治”工作以项目为
载体，坚持目标导向，强化要素保障，有
序推进项目建设，不断扩大有效投资，为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保障。
截至 3月底，今年全省“四水同治”项目
累计开工 625个，开工率 67.3%；完成年
度投资 202.97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18.9%。其中，省十大水利工程已开工9
项，累计完成投资 166.53 亿元，占总投
资的 46.8%；今年已完成投资 17.66 亿
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16.5%。

今年第一季度，新谋划的“四水同
治”项目开工率超过 60%的有濮阳市、
郑州市、三门峡市、汝州市；省辖市中，郑
州市、洛阳市、濮阳市完成年度投资超过
20亿元。

近年来，我省各地成立了“四水同
治”领导机构，积极谋划实施“四水同治”
项目。2020年，我省“四水同治”项目累
计开工 828个，开工率 98.9%，年度完成
投资 1031亿元，投资完成率 110%。我
省实施“四水同治”加快水利现代化步伐
的做法，受到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通报
表扬。③5

1072亿元
投资“四水同治”

——听空军新闻发言人讲述驻豫空军航空兵某旅故事

经略经略空天空天
有支有支““中原雄鹰中原雄鹰””

□本报记者 石可欣

“老家河南，遇见美好！今天很高兴在一个来了
都说‘中’的地方，向大家介绍‘中原雄鹰’这支空军
航空兵部队。‘中原雄鹰’中不中，我们共同来见证！”

4月 17日，在被誉为“中原雄鹰”的驻豫空军航
空兵某旅，“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正在举行，参加活动的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
校，用充满“河南味道”的话语向媒体记者介绍“中
原雄鹰”。

主题活动上，该旅政委陈正义大校，向记者们介
绍了参加过庆祝建军 90周年沙场阅兵的空军“90
后”飞行员、空军某空防基地老战士报告团成员，同
时还特别介绍了歼-20首飞试飞员。

申进科对“中原雄鹰”的深情介绍在场内掀起
高潮，他说：这是一支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受过毛主
席称赞、在庆祝建军 90周年沙场阅兵中受到习主
席检阅的部队。

他说自己所了解的“中原雄鹰”，过去有辉煌战
绩，现在有强军实绩，未来有高远追求，心中有坚定
信念，归结起来就是“五个有”：

“中原雄鹰”有经典战例。军迷网友曾经盘点
过“空军九大经典战例”，其中“歼-5大战 F-86”，
就出自“中原雄鹰”。那是1960年 2月，飞行大队大
队长王子民驾国产歼-5 战机，击伤台军 F-86 战
机，这是我空军首次击伤携带“响尾蛇”空空导弹的
飞机。王子民荣立一等功，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中原雄鹰”有空中尖刀。新时代练兵备战中，
空军实战化训练向大海、远洋和高原、山谷拓展延
伸，对这支航空兵部队实战实训提出新要求。他们
换装第三代国产战机后，夜间空中加油、高原驻训、
沙场阅兵，展现了能力、实力、战力和精气神；在空
军“金飞镖-2020”检验考核中，飞行二大队副大队
长徐文等4名“90后”飞行员，夺得团体第一名。

“中原雄鹰”有学习榜样。他们所在的空军某
空防基地，有一个老战士报告团，享誉全国全军。
报告团成立于1986年 10月，初始成员都是老红军、
老八路、老战士，他们以“战争亲历者、历史见证人”
的身份，不辞辛劳奔波全国，进行我党我军革命传
统教育。报告团 4次被表彰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先进单位”，涌现出张绪、毛兰成等一大批优秀代
表，原团长张绪同志“活着当标兵、死了当标本”的
事迹，令人动容。

“中原雄鹰”有精神力量。人民艺术家、豫剧大
师常香玉，为空军捐献战机的故事，在一代代空军
飞行员中广为传颂。那是 1951年，28岁的常香玉
听说志愿军空军作战飞机数量不足，就用义演 170
多场的全部收入，加上卖掉自己轿车的钱，捐购1架
米格-15 战斗机，激励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奋勇作
战。在当天的活动上，该旅飞行员和歼-20首飞试
飞员一起，在常香玉老师挂像前表达感恩之情。

“中原雄鹰”有国际视野。这支空军航空兵部
队，长期担负对外开放任务，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空
军形象风采的窗口单位，近年来有多个国家的空军
来此参观访问。在这个“窗口”看向远方，中国空军
与世界各国空军在联演联训、作战训练、飞行安全
与装备技术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合作，空军“朋友
圈”越来越大。

把“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的空军故事，讲遍全
中国、传向全世界，是申进科担任空军新闻发言人9
年来的执着追求。他和战友们致力于探索主动发
布、事实发布、战位发布、关联发布“四位一体”工作
机制，不断拓展国际话语新空间，相关记载史料在
中宣部等部门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大型展览中展出。

“全国人民热爱蓝天、心系空军，是人民空军向
世界一流空军迈进的力量之源！”申进科表示，经略
空天、能打胜仗，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重托，是人
民空军必须担起的使命责任。空军官兵坚决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用忠诚和生命守护祖国
空天安宁、守护人民幸福生活！③8

飞行员参加受阅日大阅兵飞行员参加受阅日大阅兵 ⑨⑨66 完备完备 摄摄

空军实弹地
靶训练 ⑨6
刘少强 摄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本报通讯员 陈璞

4月 17日，正值周末。一大早，辉县市南
寨镇齐王寨村经营农家乐的牛占军就赶去镇
上采买食材。当天，他们家已经接到来自郑
州、新乡和山东菏泽等地 40人左右的住宿和
餐饮预订。

“清明过后，游客越来越多了！”牛占军高
兴地说，“每年五一后，都是我们的旺季，基本
上好生意能持续到11月底！”

今天的齐王寨村已建成远近有名的齐王寨
景区，但在2003年，齐王寨村还是太行山区的
深度贫困村，300多人的小村，光棍汉就有六七
十个。“我们村能快速发展旅游、办农家乐，供电
可是帮了大忙！”齐王寨村党支部书记牛树林感
慨道，“想留住游客，就得解决住宿问题。可之

前电力供应不稳定，房间内用不上电视、空调、
热水器，城里人不适应，留不住人啊！”

齐王寨的名字，相传始于秦初。据说秦占
齐国时，齐王被贬至辉县困窘而死，齐王之子
看中当地易守难攻的险峻山势，安营扎寨、自
立为王，齐王寨村因此得名。它与山西省陵川
县、壶关县相邻，是新乡市最偏远的山村，也处
于新乡电网的最末梢。尽管守着好风景，可基
础设施跟不上，只能端着“金碗”讨饭吃。

2006年以来，辉县市供电公司对齐王寨
村所在区域进行了三次大的电网改造升级。

“穿山越岭在悬崖峭壁上架线供电，先不
说投入大、产出小，关键是施工太难！”负责齐
王寨村供电服务的辉县市供电公司南寨镇供
电所综合班班长崔松山说，通往齐王寨村的
10千伏线路改造时，有两个线杆要跨越从山
下到绝顶垂直200多米。更换新线路过程中，
施工人员必须绑上安全带从悬崖上探出身子
才能看清弧垂情况。

近年来，通过电网改造，齐王寨村的供电
能力大大提升，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农家
乐红红火火，之前的深度贫困村变成了人均年
收入超万元的富裕村、旅游村。

走进牛占军家的农家旅馆，空调、空气能
热水器、电视等配套齐全，标准间装修考究，能
一次性接待50名游客住宿。只有百余户人家
的齐王寨村，如今涌现出30余家农家旅馆，多
数都配上了空调、热水器。

村内，一条条青石铺就的石板街道，一座
座农家庄院依山顺势地坐落在红岩绝壁上。
随着一拨又一拨踏青休闲的游客到来，静谧的
山村热闹起来。

由于山势雄、险、秀、幽，自然环境优美，自
2003年起，共有《举起手来》《峰回路转》《李向
阳》等十余部影视剧在齐王寨村拍摄。“我们村
2019年还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再赶
上乡村振兴的快车，我们村肯定会越来越好！”
说起齐王寨村的明天，牛树林信心十足。③8

同心 小康奔

▲4月 17日，空军某空防基地“老
战士报告团”团长毛兰成站在歼—10B
战机舷梯上，同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分
享战斗记忆。⑨6 刘歆 摄

▶4月 17日，歼—20战机首飞试
飞员李刚在与空军航空兵某旅“90后”
飞行员交流。⑨6 刘歆 摄

将从排查隐患、完善预案、强化保
障、应急演练和重点环节等五个方面发
力，做好备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重点大项目：
张仲景健康城作为南阳建设国

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要载

体，按照“1+3+N”总体布局。“1”即

以南阳市中心城区为核心，打造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集聚区；“3”即“三

园”，着力打造医圣祠文化园、张仲

景健康产业园、张仲景健康养生园

三个核心园区；“N”即围绕“一核三

园”，培育建设一批中药材种植基

地、中医药龙头企业、中药材物流基

地、中医药特色小镇和中医药健康

旅游基地等中医药支撑项目，把南

阳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圣地、

养生之都”。③9

（上接第一版）
“全新开启的张仲景健康城重大项

目建设，是建设新兴区域经济中心和大
城市的有力支撑，是建设国家中医药综
合改革试验区、全国健康养生之都的重
要载体。”南阳市市长霍好胜表示，“十四
五”时期，全市将重抓重推仲景文化产业
品牌建设，以中医药产业“上规模”和中
医药事业“提档次”为突破口，引领社会
经济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
康中原和中医药事业振兴作出新的贡
献。③9

相关链接

奏响中医药
振兴最强音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以前人人嫌弃的艾蒿，现在可值钱
啦，我们这儿的艾制品都出口到国外
了。”4月 18日，在位于南阳市社旗县桥
头镇的国医仲景艾草产业园内，艾草种
植户张金柱欣喜地告诉记者，去年疫情
后艾草收购价格见涨，自己种的 5亩艾
草卖了两万多元，今年还能收获满满。

在桥头镇，艾草已成为当地农民的
致富“金”草。成立于 2016年的国医仲
景艾草产业园通过建立艾草专业合作
社，建立起万亩艾草种植基地，带动了
46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该公司还在
当地设立加工、研发和仓储基地，形成了
从种植到销售的产业链条。

作为南阳市首批认定的中药材种植
示范基地，国医仲景艾草产业园只是该
市艾草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经过
多年的发展，南阳的艾制品占据全国市
场份额的 70%、出口份额的 90%以上，
人工种植面积超过24万亩，是名副其实
的“世界艾乡”。

南阳人种艾草、用艾草，对艾草倾注
了特殊情结。在该市推进的中医药创新
工程中，将艾草列为“八大宛药”之首，出
台了专门的艾草产业规划。从 2017年
开始，南阳先后举办了三届中国艾产业
发展大会，引领国内艾草产业的发展。

“我们将艾草产业作为振兴中医药
产业的主打产业，结合仲景品牌，着力提
升南阳艾草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南
阳市中医药发展局负责人表示，今年 4
月 29日至 5月 2日，第四届中国艾产业
发展大会暨世界艾乡（南阳）灸法论坛将
在南阳举办，医圣故里又将迎来一次中
医药产业盛会。③9

“世界艾乡”
香飘五洲

南
阳

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亮齐王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