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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核心提示

"#$%

年
&"

月! 中断
'$

多年

的沙颍河周口以下河段实现季节

性通航! 这是我省打通的第一条

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沙颍河

复航! 承载了周口千万人民太多

的企盼和梦想$ 在许多人的想像

中!史志上记载的"小武汉%即将

回到眼前$ 然而!通航
!

年多!周

口港除了卸载重点工程用的数百

吨大件和五得利面粉等货物外!

没有出现人们企盼中千帆竞发的

盛景$ 原因何在& 今年
(

月
&

日!

安徽省太和县耿楼水利枢纽建

成!船闸通航!远在
&$$

多公里外

的许多周口交通航运人得知这一

消息后竟喜极而泣!激动万分$ 这

中间又有什么隐情& 带着诸多疑

问!记者近日沿沙颍河在河南'安

徽两省的周口'沈丘'界首'阜阳

等地进行了深入采访$

沙颍河是淮河最大支流# 由沙河与颍

河在周口汇流而成$ 是一条通航历史悠久

的天然航道% 新中国成立后$水运得到长足

发展$

/"3-

年沙颍河运量高达
0/,

万吨%上

世纪
3-

年代开始$由于兴修水利$沙颍河

干流上陆续修建了多处拦河闸$ 致使沙颍

河河南段航道基本断航%

通航了#为啥少见货船

提起沙颍河航运的兴衰$ 市区船民街

的许多老人如数家珍% 但是采访中$许多对

航运了解不多的人总是对沙颍河通航心存

怀疑%

既然季节性通航了 $为何周口港一年

还见不到几只船$这到底算不算通航 & 这

几年$许多到过周口港的人都有过这样的

疑问%

带着这个问题$ 记者驱车向安徽省太

和县耿楼水利枢纽驶去% '(耿楼水利枢纽)

是沙颍河复航工程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个

词# 也是让所有熟悉沙颍河航运情况的周

口人刻骨铭心的一个词% *在颠簸的车内#

周口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

耿楼水利枢纽处于沙颍河下游$ 距沈

丘县刘湾港
,-

公里$其作用是调节控制沙

颍河水位$增加蓄水量$确保水位能回流到

周口段$ 这是沙颍河河南段是否实现真正

复航的一个,卡脖子*工程%

0--4

年$ 沙颍河河南段实现了季节性

通航% 为何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航$就是因为

常年通航会遭遇缺水困境% 因此$,季节*一

词让沙颍河通航能力大打折扣% ,(季节)就

意味着$ 沙颍河耿楼段水多时船可到周口

港$水少时只能到沈丘纸店-刘湾$甚至就

得停航+*周口市复航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花了数亿元搞复航工程$ 到头来还得

看别人的脸色$真窝心+ *

这就是
,

年多来$周口港为何少见货船

的真正原因$也是造成沙颍河周口段季节性

通航的真正原因+

为何不早日解决这个制约沙颍

河航运的锁喉工程呢

面对记者的提问$该市市政府相关负责

人说$,我们一直努力在安徽省太和县境内

建设一个航运枢纽$ 提高该段河道水位$为

此我们争取了
0-

多年+ *

据周口市航务处有关人士介绍$此项工

程早在上世纪
!-

年代就已提上日程$ 但是

由于安徽省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航运管

理方面体制不一-政出多门$造成其航运建

设步伐与河南对航运建设的迫切需求不同

步+另外$地方利益保护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所以$直到
0--.

年
3

月$在国家交通部及周

口市的积极努力下$位于安徽省太和县境内

的总投资
0+!

亿元的沙颍河耿楼水利枢纽

工程才开工兴建+

在耿楼水利枢纽的大坝上$ 记者看到$

该枢纽包括节制闸和船闸两部分$船闸按四

级航道等级标准建设+

据安徽省阜阳市航务局航道工程师高

勇介绍$ 耿楼水利枢纽今年
4

月
0-

日开始

蓄水$至
3

月
/

日航道水位比未调控蓄水前

水位提升近两米$ 沈丘枢纽船闸水深达到

,+4

米左右$ 千吨级船舶将畅通无阻通达沈

丘$这标志着沙颍河已由季节性通航变为常

年通航$通航率可达
"45

+

,通过
,

年多的季节性通航$沙颍河周口

以下河段航运基础设施已趋于完善$ 沈丘船

闸-周口港区-郑埠口航运枢纽工程-沈丘刘

湾港区等均已建成$技术状况保持良好$几次

成功的大件运输充分表明沙颍河已具备
,--6

/---

吨级单船-数千吨拖队通航的能力+虽然

这几年通航经济效益不算好$ 但是它为常年

通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绩还是很大的+ *

在周口港$市复航办相关人员说+

$黄金水道%都可运些啥

3

月
/

日上午$ 耿楼船闸正式通航$这

标志着被誉为我省,黄金水道*的沙颍河已

由季节性通航变为常年通航$沙颍河全程航

道由五级航道升为四级航道$载重量
,--

吨

至
/---

吨的单船及
,---

吨至
4---

吨拖船

从周口起航可常年顺利驶往江浙沿海+据测

算$常年通航后$周口港-刘湾港等港口年吞

吐量累计可达
,!-

万吨$水运企业每年可增

加运输收入
0+!

亿元+

常年通航后$运力大增$但是沙颍河航

道都能运些啥呢& 最关心沙颍河航道能运

啥的是一些我们还不太熟悉的省内外大型

企业+

据一位前来周口市商洽业务的运输企业

负责人测算$按目前运价$每吨货物由周口运

往华东地区的成本$以
/---

公里计算$火车的

运输价格在
0--

元左右$ 汽车的运输价格在

7--

元左右$如果走水路$只需要
3-

元左右+

3

月
07

日$ 河南电力博大实业有限公

司通过水水联运将重达
/,/

吨的大型变压

器从重庆运到周口+这个超宽-超高-超重的

,巨无霸*变压器如果走陆路运输$由于干线

公路桥梁仅能通过
44

吨以下车辆$ 过桥之

前必须加固$预计耗资上千万元$而走水路

可节省运费数百万元$水运的优势在此得到

充分体现+

其实$ 沙颍河航道能运的何止只是像

,巨无霸*变压器这样的大件货物&

沙颍河西通豫西矿产资源区$经安徽东

连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该流域有一大批大

中型企业$如神马集团-许继电器-舞阳钢

铁-周口莲花-漯河双汇等+,今后$沙颍河将

成为省内腹地和山西-陕西等中西部地区物

资进出口及长江沿岸地区石油-建材-化工

等物品向内地运输的主要通道+ *常年在长

江沿线从事航运的沈丘县刘湾行政村船民

刘大海说+

就在沙颍河实现常年复航不久$ 莲花

味精所在地项城市强烈要求修建码头 $因

为莲花味精所需的大量玉米$ 都来自加拿

大等国家$ 经大型远洋海轮运抵天津或连

云港$再通过公路或铁路运到项城市+如果

能从上海直接航运到项城$ 可节省大量运

输费用+

配套服务工作该咋做

让人没想到的是$沙颍河实现常年通航

的消息不仅让一直致力于复航工作的周口

交通人喜极而泣$而且还引起了长江沿岸多

家航运公司和数十家国内大中型企业的高

度关注+ 他们纷纷致电周口市交通航运部

门$询问沙颍河常年通航情况+ 据该市复航

办主任王连勤介绍$仅
3

月中旬就有来自沙

颍河上下游和长江沿岸的平顶山- 漯河-禹

州-南京-上海-苏州等地
0-

多家企业表示

将通过沙颍河运送货物+

,水位是否正常&沿途是否安全&港口仓

库是否宽敞& *这是商家提及最多的问题+

这些疑问也让缺少实战经验的周口市

航运部门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仅有,黄

金水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一流的服务$没

有严格的管理$就不可能引来客商$沙颍河

航运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除加快航运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项

城-淮阳等港口$航务部门还将通过设置航

运企业办证-审批绿色通道$努力为服务对

象创造良好经营环境+

但如何保证沙颍河常年通航所需的水

位& 近期能否建成铁路货运专线& 装卸煤炭

怎样才能减轻对周边的污染&商家提出的类

似这样的问题还很多$这些问题仅靠交通航

运部门很难独立解决$还需要多个部门齐心

协力共同来破解+ 但通过季节性通航的磨

砺$沙颍河航运优势已经凸显$沙颍河航运

之名已远播在淮河和长江两岸$周口进入航

运繁荣时代的序幕已经揭开+

沙颍河上的货运船 沙颍河航道示意图

爱$不需要回报$需要用心来

表达+

这句话用在平顶山市消防支

队汝州消防大队二级士官-战斗班

班长王奇身上$恰如其分+

受救人英雄王自胜父亲王战

亭的委托$一年多来$平顶山晚报

驻汝州记者樊建伟一直在寻找为

王自胜捐款的武警战士+今年
3

月

/!

日$ 他到汝州消防大队采访二

级士官-战斗班班长王奇$觉得似

曾相识$一问$终于解开了埋在他

心中一年多的谜团$他迅速告知了

王自胜的父亲王战亭+

3

月
/"

日下午$ 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王战亭说!,我一定要到警

营见见他$当面谢谢他+ *

0--.

年
/0

月的一天$樊建伟

接到一个电话$说看了报纸上刊登

的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大学生王自

胜面对突然冲来的面包车$把女同

乡推开后自己被撞成重伤的英雄

事迹$深受感动$想见一见采写报

道的记者+

当天$樊建伟在汝州市丹阳东

路一家储蓄所门前同一名武警战

士见了面+ 这名武警战士将
/---

元现金交给樊建伟$让其转交给王

自胜或其家人$为救治王自胜尽一

把力+樊建伟问武警战士是哪个部

队的$叫什么名字&武警战士说$我

是当兵的$ 被王自胜的事迹所感

动$ 你把钱转交给他的家人就行

了+说完$转身离去+武警战士的身

份就此成了谜+

像这种捐款不留名的事$王奇

做了不止一件+

0--!

年
.

月
0,

日$汝州消防

大队营区迎来了平顶山电视台的

两名记者和平顶山市民政局,爱心

救助超市* 的工作人员等一行
.

人$说是专程采访王奇爱心捐助的

先进事迹+ 这时$汝州消防大队官

兵才知道王奇一连
7

个月给平顶

山市 ,爱心救助超市* 每月捐款

,--

元资助失学儿童+

原来$

0--!

年春节期间$当时

还是一级士官的王奇通过电视$看

到一位王姓市民通过,爱心救助超

市*救助失学儿童的事迹后深受感

动$同平顶山市,爱心救助超市*取

得联系后$开始每月通过邮局汇寄

,--

元资助失学儿童+

因汇款单上未写单位- 姓名$

平顶山市,爱心救助超市*经反复

寻找$才在王奇汇款的邮局打听到

了王奇的身份并最终找到了王奇

本人+

截至目前$王奇已通过,爱心

救助超市* 为失学儿童捐款
7---

余元+

0--!

年
3

月
0

日$ 汝州市蟒

川乡藤田村一村民家房屋失火$王

奇带领战友们将火扑灭后$看到这

家的老太太坐在院子里哭泣$王奇

悄悄把身上仅有的
/--

元钱塞到

了老太太手中+

除此之外$去年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 王奇一下子捐了
3--

元+

当得知灾区救援工作中急需血液

的消息后$他专门请假参加义务献

血$多次累计献血
0---

毫升+

王奇说$军人的价值就是要通

过多为群众排忧解难来体现的$自

己节省点来资助失学儿童-资助心

目中的英雄-资助遇到困难的人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将会一如

既往地做下去.

作为一名普通的消防战士$每

一次面对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

王奇都临危不惧$冲锋在前$处置

急难险重事故$沉着冷静$哪里有

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0--!

年

!

月
/!

日早晨
3

时许$ 南洛高速

公路汝州至宝丰路段发生一起重

大连环交通事故$其中一辆大货车

严重变形$司机满脸鲜血$双腿被

卡$生命危在旦夕% 王奇和战友们

奉命火速赶赴事故现场$迅速展开

生死救援% 由于空间狭小$无作业

面$扩张器-切割机无法操作%为了

避免被困人员再次受到伤害$作为

战斗班班长的王奇便用手挖- 扒-

撬-顶-抬$手指划破了$他全然不

顾%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抢救$

终于从死神手中挽救了被困群众

的生命%

今年
0,

岁的王奇是辽宁省辽

阳县人$

0--,

年
/0

月入伍来到警

营% 近
3

年来$他已参加灭火救援

!,-

多次$抢救遇险群众
00

人$挽

救群众财产价值数百万元%他以自

己的行动$诠释着新一代军人的价

值观!当遇到火险或人民群众遇险

时$他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冲锋在

前/当群众遇到困难时$他毫不犹

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为此$他先后

多次被省消防总队-平顶山市消防

支队评为优秀党员- 优秀士官-优

秀士兵$荣膺支队,红门卫士*称号

等%

我教了
$%

多年书#他是我遇到的最不

幸又最顽强最懂事的学生

路顺是泌阳县郭集乡初级中学七0

0

1班

的学生$家住该乡贺楼村% 记者最早是从他

在驻马店市的一位远房亲戚那里了解到他

的不幸身世的% 他亲戚多次找到记者$每次

都用哀求的语气说$这孩子太可怜了$你们

帮帮他吧$他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他爷爷自

从去年得了癌症后$ 怕耽误这个懂事的孙

子$曾经两次偷偷上吊自杀$他奶奶的眼睛

也几乎哭瞎了% 从孩子的爸妈生病去世到现

在$能够借到钱的亲戚-邻居都借遍了%

职业习惯驱使记者冒着酷暑驱车赶到

泌阳县郭集乡$ 考虑到路顺应该正在学校

上学$记者首先来到该乡中学$然而$老师

告诉记者$路顺因为肚子疼得厉害$昨天回

家休息了%

班主任李慧老师一开口就用几个 ,最*

字来形容路顺!,我在这个学校教了
/-

多年

书$路顺同学应该是我遇到的最不幸-最顽

强-最懂事-最有爱心的学生% *

路顺&灾区的人和我一样不幸#我想看

好爷爷奶奶的病

班主任李慧老师还向记者讲述了两件

让她颇为感动的事情 !一件是去年 ,

4

2

/0

*

汶川地震发生后$ 学校师生自发地向灾区

捐款捐物+ 这个平时一顿饭花一元钱都觉

得多-连一份青菜都不舍得买的孩子$一下

子捐了
!

元钱+ 李慧老师对路顺说!,我知

道你家特别困难$爷爷奶奶还有病$有这份

爱心就行了$这些钱你就留着自己用吧+*路

顺含着眼泪说!,我都从电视上看到了$地震

灾区的人真是太可怜了$那里的小孩和我一

样不幸$有的也没有了爸爸妈妈$老师$你就

让我献上一点爱心吧. *李慧老师说到这件

事$眼睛都湿润了+

另外一件事是李慧老师曾经给班里的

同学布置的一篇命题作文3334我爱我家5$

路顺在作文里很细腻地描写了他的爷爷奶

奶在他的爸爸妈妈去世后$ 如何悉心照顾

他$ 生活的艰辛并没有让他有任何抱怨$他

立志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将来做一名好医

生$ 不仅用他的双手看好爷爷奶奶的病$而

且要帮助那些因为贫穷看不起病的人+路顺

饱醮深情的作文$被当做范文在课堂上念给

同学们听$有的同学听着听着流下了眼泪+

3

月
7

日下午上课前$路顺从家里又赶到

学校+ 记者看到$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显得

特别瘦弱单薄+ 据老师讲$路顺的肚子疼还没

有好$他怕落下课程$捂着肚子从家里赶来$

从家里到学校不足
B

公里的路程$ 他走一阵

歇一阵$在炎炎烈日下走了近
,

个小时+

在李慧老师的住处$路顺刚刚吃过李老

师为他买的药+ ,与其他孩子相比$你有更多

的辛酸和困难$你是怎么看待眼前困难的& *

记者这样试探地问+ 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

在老师- 同学面前显得十分坚强的孩子$听

了这话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 沉默了许久$

路顺才一字一句地说!,我最想看好爷爷奶

奶的病$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好好

学习$如果有好心的人能够帮帮俺$我将来

一定好好报答他们$我最怕爷爷奶奶哪一天

突然走了66*说到这里$小路顺已经哽咽

难语+

他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干的活儿也最多

李晓是路顺所在班级的班长$她对记者

说!,路顺平时不爱说话$但是$谁要是有了

困难$他都会积极帮忙+ 我记得有一次他的

同桌生病$吐了一地$他一点儿也不嫌脏$帮

同学清扫了地面$又带着去找医生+ 最让我

们印象深刻的是$每天班里打扫卫生$不管

是不是他值日$他都会上前帮忙打扫+

路顺学习很用功$同班同学刘阳群说$有

一次$ 路顺没有弄懂一道数学题$ 上午下课

时$别的同学都去吃中午饭了$他仍留在教室

里算那道题$ 同学们吃完饭后发现他还在课

桌上趴着$左手拿着馒头$右手还在握着笔$

所以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里前几名+

这样的家庭我们将重点救助

郭集乡副乡长赵耀东听说记者采访路

顺同学的情况后$十分热情地带领记者前往

路顺家所在的村庄333贺楼村$在该村西南

地头上$有
,

间简易房$那就是路顺与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的家+屋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

具$ 两三个旧纸箱内存放的是换季的衣服$

地上摆着
B

个小板凳$其中有一个还掉了一

条腿+ 爷爷路富川躺在西间的一张木板床

上$全身瘦得皮包骨头$看到记者进来$吃力

地抬了抬头$ 有气无力地与记者打声招呼$

又大口大口地喘起来+

路顺的奶奶向我们讲起他们家这些年

来的不幸遭遇!儿子和儿媳去世前常年在外

打工$

0--0

年儿媳去世+

0--4

年$病魔又无

情地夺去了儿子的生命+为了给儿子和儿媳

看病$他们把能借到钱的亲戚-邻居都借了

个遍$把能够换成钱的家当也卖完了$包括

儿子结婚时盖的新房+

但不幸又接踵而来$

0--!

年$ 年近
34

岁的路富川又感到身体不适$ 到医院检查$

发现已经是贲门癌中晚期了+路顺的奶奶再

也承受不了这些接连不断的打击$整天以泪

洗面$两眼已经看不清东西$几个月前又查

出脖子上长了一个肿瘤+

路顺的奶奶说!,俺这个孙子命太苦了$

俺老两口$一个躺在床上等死$一个成了废

人$说不定哪天就咽气了$可这个又懂事-学

习成绩又好的孩子该咋办呀66*老人说着

说着$不禁放声大哭$甚至跪在地上$求我们

帮帮她的孙子$让他能够继续上学+

针对路顺所面临的情况$赵耀东副乡长

对记者说$据他们了解$贺楼村委向上级申

报的农村低保对象比较多$其中也包括路富

川祖孙三口$每年上级民政部门下发的低保

救助资金$都平均发给低保对象了$很难做

到重点扶助+

但赵耀东副乡长表示$通过当天对路顺

家的详细了解$他将建议乡政府$对这样存

在特殊困难的家庭给予重点救助$不能让像

路顺这样品学兼优的孩子因为没有生活来

源而辍学+

前不久回农村老家$ 遇到多年未见的儿时伙伴杨

晓东$见他西装革履$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遂问

起他的工作$他一脸神秘地告诉我$他现在的生意做得

非常大$也很赚钱$就是往沿海发达城市,贩卖*人口+

闻听此言$我不禁大吃一惊+ 见我一脸的诧异$他笑着

向我讲述了他这十多年的打工经历+

原来$十几年前$高中毕业的杨晓东加入到南下打工的队伍中$但

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技术的他应聘中屡次败北$多次受挫的他只好

辗转到广东-福建-海南等城市打零工+在长期的打工经历中$他发现许

多来自农村的青年和他一样因为没有技术只能蹲守在马路劳务市场等

待雇主$或者只能从事那些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危险系数高-工资

待遇低的工种$在企业里充当廉价劳动力$如何让这些农民工掌握一技

之长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合适的工作$拿到稳定工资&成了杨晓东思考

的一个问题+

0---

年$杨晓东辞去在广东的工作$花了两个月对深圳市大型企

业的用工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调查$调查发现$深圳市
3-5

以上的

企业存在着,民工荒*问题$一方面是企业,招工难*$一方面是农民工

,就业难*$尖锐的供需矛盾让心细的杨晓东看到了商机+

0---

年
.

月$在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查后$杨晓东回到了老家西峡

县$通过电视广告-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在家乡招到了
/0-

名农村青

年$并与该县的职业中专-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职业技校签订了培训协

议$按照用工企业的要求开展技能培训$经过近两个月的培训$这
/0-

名

农村青年在他的护送下被送到深圳富士康-东莞三洋电子等多家企业上

班$因前期进行过技术培训$这些员工一上岗就领到了高工资$也受到了

用工企业的欢迎+ 此笔生意让杨晓东从中淘到了第一桶金$净赚了一万

多元的中介费$此后他就与多家用工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专门从事,人口

贩卖*活动+ 如今经他介绍$招募到沿海企业务工的农民工不下
,

万人$

他也由当初的一名打工

仔变成了如今腰缠万贯

的富翁+

杨晓东告诉笔者$下

一步他计划用
,

年时间

在全国成立
/--

家劳务

公司$组建自己的专业劳

务中介连锁机构$为更多

有意向外出务工的农村

青年提供就业平台+

(刘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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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留安 通讯员 李中海

俗话说*+少年不知愁滋味$ %但对于
&'

岁的路顺来说!他的路是+不顺%的!过早地就品尝了人间的+愁滋
味%*

%

岁时母亲病故!

)

岁时父亲病故!家里除变卖了所有的家当!还欠了一大笔外债!在村头临时搭建了几间简
易房!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可是爷爷如今又患上了癌症!奶奶几乎哭瞎了双眼$ 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

&'

岁的
路顺不但成绩优异!而且顽强'勤劳!充满爱心!然而!如今的他却因为没有生活来源而面临辍学,,,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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