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名社长总编红色圣地延安行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60多年来，现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陪着
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大家对“延安”这个名字太过熟悉了。

漫天飞扬的黄土、狭窄拥挤的街道、破旧矮小的窑洞……这是过去的影像、图片资料留给大
家的延安印象。如果现在你仍然这么认为，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走进如今的延安，这座曾经
燃遍战火的历史文化名城，已不再是遍地黄土的旧模样，延安儿女以昂扬的延安精神让梦想照
进了多彩现实，延安正在向世人展现她的新活力、新魅力。

绿绿的街道、绿绿的山坡、绿绿的沟壑
……你没看错，这就是现在的延安。一场
历时 18年的“绿色革命”让延安由黄变绿，
变成了一座生态之城。

由于自然条件等诸多原因，地处黄土
高原腹地的延安一直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
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流入黄河的
泥沙曾高达 2.58 亿吨，占陕西省入黄泥沙
量的三分之一。

1999年，延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全
国率先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同时精
心组织实施天然林保护等重点林业生态工
程，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掀起了一场波
澜壮阔的“绿色革命”。

截至目前，延安已累计完成营造林

2046.45万亩，其中退耕还林1077.46万亩，
森林覆盖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不
足 10%提高到了如今的 46.35%，林草植被
覆盖度达到67.7%，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
明显。2016 年，延安市荣获“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

得益于退耕还林，世代种粮、放羊的老区
人民如今也开始吃上“生态饭”：市里启动
100个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苹果林面积
达到346万亩，省级优质苹果基地县实现整
市全覆盖。如今，洛川的“小苹果”已经成为
延安响当当的产业品牌，品牌评估价值已达
65.9亿元！自2015年起，外交部将“延安·洛
川苹果”选定为“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

据了解，延安目前共建成国家、省、市级
果业龙头企业51个、专业合作社1037个、家
庭农场179户，果业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收

入的一半以上。“十三五”期间，延安将继续
实施北扩战略、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努力
把延安洛川苹果打造成“中国第一、世界名
牌、效益一流”的大产业，真正实现“果业强、
果农富、果乡美”。到 2020年，全市苹果面
积将达到 400 万亩，产量达到 350 万吨以
上，果业综合效益达到 200亿元以上，果农
人均苹果纯收入达1.5万元以上。

绿色让延安再次焕发青春，绿色为革
命圣地注入新的活力。“由于延安全境基本
都为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貌特征，
立地条件差，水资源紧张，栽植难度系数
高，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完成 2000余万亩
的绿化治理可以说是人类生态建设史上的
一个奇迹。”延安市林业局一位负责人告诉
记者，建设“绿色延安”是每个延安人的梦
想，现在这个梦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绿色革命改变旧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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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区展现新活力
5年前，为了彻底解决延安城市发展空间不

足、城景争地、交通拥堵、群众难以安居、革命旧
址被挤压蚕食等问题，实现老区人民的安居梦、
幸福梦，保护和发展好共产党人共同的精神家
园的目标，延安市委、市政府在科学论证、广泛
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做出了“中疏外扩，上山建
城”的重大战略决策，“延安新区”就此诞生。

延安新区是圣地延安未来发展的战略新
“引擎”。站在延安新区这一战略平台上，过去5
年，新区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圈可点。

5年来，延安新区共完成造地 16平方公里
2.4万亩，土方量约 5.7亿立方米，是三峡大坝土
方量的2倍，成功实施了世界上湿陷性黄土地区
规模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岩土工程，是中国乃
至世界范围内的一大创举。

5年来，延安新区一直致力于为延安人民
打造一个宜居环境，始终按照生态城市建设标
准，大力开展绿化和植被恢复工作，目前共完
成道路绿化约 45公里,另有 8条市政道路的绿
化项目已于今年 4月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完工
投用。桥沟、尹家沟、杨家岭、小沟、杜家沟、核
桃树塔沟、北山等高边坡区域已累计完成植绿
6000余亩。

5年来，73家企业数百亿投资落户，让新区
从一片不起眼的沟沟峁峁，变成了如今一马平
川已具雏形的现代新城，也成为投资的热土。

如今，站上延安新区贵人峁向下俯瞰，你会
看见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一条条道
路四通八达、宽阔平展，一排排大树傲然挺立、
吐翠竞绿，一片片草地锦绣般地铺开、徐徐延伸
……一个更具实力、充满活力、富有魅力的新区
正快速崛起!

“山上建了一座城，造福延安几代人。柏油
马路平展展，条条大街很井然，城在林中好美
观，鸟语花香空气鲜。再过三年你来看，新型城
市天下传，不愁吃来不愁穿，党的好处说不
完。”每每登上贵人峁观景台，91岁老八路马华
堂都要大声朗诵这首他写给新区、写给党的诗。

《延安日报》供图

据介绍，在第十四届河南
省戏剧大赛暨创新剧目展演
活动中，我市除了入选省市
级院团组比赛的《新版·白兔
记》，还有 3 台剧目入选县区
级及民营院团组比赛，分别
是中牟县豫剧团创作的豫剧
《中牟令》、新郑市豫剧团的
豫剧《鱼仙妩媚》以及河南恭
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儿童

话剧《七色花》。
近年来，我市戏剧新人新

作频出，佳作不断。第十四
届河南省戏剧大赛为展示我
市戏剧最新创作成果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郑州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宋建
国说：“本届戏剧大赛中，郑
州是全省入选剧目最多的地
市，类型涵盖了豫剧、曲剧、

儿童剧等多个剧种，为全省
的广大戏迷爱好者送来了韵
味 十 足 、精 彩 纷 呈 的 演 出 。
这次大赛既是对我们戏剧工
作的一次检验，也是一次促
进和提升。希望本土文艺院
团再接再厉，为广大市民群
众 创 作 更 多 更 好 的 文 化 产
品，让广大群众共享文化发
展的成果。”

我市曲剧新作获戏迷称赞

《新版·白兔记》唱响河南戏剧大赛
作为“舞台艺术展风采，喜迎党

的十九大——第十四届河南省戏剧
大赛暨新创剧目展演”活动的一部
分，昨日下午，由郑州市曲剧团创作
的新编曲剧《新版·白兔记》在驻马店
唱响，演员们动情地为观众呈现一幕
感人至深的人间大戏，受到了来自全
省各地的戏迷们的交口称赞。

本报讯（记者 秦华）昨日下
午，“喜迎党的十九大 展示老年
新风采”文艺汇演获奖优秀节目
汇报演出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汇
演厅举行。

为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省 委 宣 传 部、省 委 老 干 部
局、省文明办、省文联和省敬老
助老总会共同组织了“喜迎党
的十九大 展示老年新风采”全
省文艺汇演活动，活动由省敬
老助老总会承办。节目有老年
类和敬老助老类两种类型，有
合唱类、服饰表演类、传统文化
诵读及其他类四个类别。全省
共 403个节目约数万人参与，活

动形式和规模在我省乃至全国
都是少有的。

经过初审，104 个节目脱颖
而出，这些节目于 24 日至 26 日
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汇演厅集中
进行了分类汇演。组委会评选出
四个类别特别奖、金奖、银奖、铜
奖、纪念奖和组织奖等。

昨日下午，15个获奖优秀节
目入选参加汇报演出。演员中，
既有年近百岁的耄耋老人，又有
三四岁的幼儿园小朋友。节目主
题鲜明、亮点纷呈，生动展示了广
大老同志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
精神风貌和敬老爱老的社会风
貌，演出现场掌声不断。

延安，梦想照进多彩现实
本报记者 张子明 梁晓

《永远的长征》剧照

文艺汇演展示老年风采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作为
我市的一项文化惠民活动，双节
期间，2017中国郑州国际马戏嘉
年华将继续为市民奉上激情四
射、美轮美奂的马戏表演，主办
方还将邀请特定群体来免费观
看演出。

据介绍，本届马戏嘉年华将
持续到 10月 15日，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埃塞俄比亚、加纳、巴西、
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以及国内的专业杂技、马戏表演

团体，将奉献50多场马戏杂技表
演，不乏当今国际马戏杂技界
高、精、险的优秀节目，郑州杂技
团荣获国家金狮奖的《荡爬杆》
也将与观众见面。此外，本届马
戏嘉年华还增加了海狮表演，堪
称一大亮点。

演出期间，本届马戏嘉年华
还将邀请全市劳模代表、精神文
明建设先进个人、环卫工人、残
疾人代表、自闭症儿童、福利院
的儿童等群体观看公益场演出，
让更多人享受这一文化盛宴。

马戏嘉年华双节推公益演出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从省剧协获悉，
第三届中国戏曲（黄河流域）红梅大赛于 9 月 23
日至 26日在山东济南举办。经过三天时间的激
烈比拼，我省参赛选手李莹莹、陈婷婷、王世华荣
获金奖，张本磊、韩鹏飞、赵岩、刘宏许、符龙荣获
银奖。

中国戏曲（黄河流域）红梅大赛是由黄河流域
戏剧联盟打造的区域性戏剧赛事活动。自 2013
年在河南省举办首届中国戏曲（黄河流域）红梅
大赛以来，得到了黄河流域戏曲专业人员的大力
支持和积极响应，并推出了大批戏曲人才，在社
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本届大赛由山东省戏剧家协会承办，共有
来自 15 个省、市、自治区近百名选手参赛，包括
京剧、豫剧、曲剧、山东梆子、河北梆子、吕剧、
川剧、评剧、蒙古剧、藏戏等十多个剧种。在三
天的时间里，近百位演员轮番登台，让观众欣赏
到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领略到民族文化的博
大精深。

在 9 月 26 日晚的颁奖晚会上，山东省剧协、
青海省剧协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会旗交接，下一届
红梅大赛将在青海举办。

中国戏曲（黄河流域）红梅大赛落幕

我省三位选手摘金奖

青山绿水宝塔山

老戏新编 打造南戏北唱精品

作为代表我市入选第十四
届河南省戏剧大赛市级院团组
比赛的唯一一部作品，《新版·
白兔记》根据四大南戏之一的
《白兔记》改编，讲述了被迫与
丈夫分离的李三娘，在面对兄
嫂刁难、生活困窘时，心怀仁
义，大爱动天的故事。

老版《白兔记》已有越剧、
川剧等诸多版本，但以曲剧出
现还是第一次。为了让观众欣

赏到一出精彩纷呈的曲剧，郑
州市曲剧团在郑州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用了两
年多时间来编排《新版·白兔
记》。主创团队阵容强大，国家
一级编剧王明山、导演丁建英
等都投入了很大心血，在吸取
原作精髓的基础上，对剧中的
人物、情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修改和再创作，为了备战本届
戏剧大赛还曾在郑州试演两

场，随后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和完善。

“这部剧的哭戏很有特点，
很适合运用曲剧这种表现形
式。”郑州市曲剧团团长曲亚汉
说，“原作《白兔记》是南戏的经
典之作，所以我们在前期多次
组织专家论证、研讨，经过十几
次的易稿与调整，力图将《新
版·白兔记》打造成南戏北唱的
经典。”

新作频出郑州戏剧大展风采

革命圣地闪耀红色光芒

红色，注定是延安灵魂的颜色。“如果
大家想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请大家
看看延安的宝塔和窑洞。”外交部长王毅如
此推介延安。

1935年 10月，自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
陕北，党中央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
里生活战斗了 13个春秋，领导全国人民夺
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
了新中国的基石。目前，延安共有各类文物
遗址9262处，其中革命遗址445处，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国家一级烈士陵园3
个、珍藏文物近 7万件，是全国红色旅游资
源最集中、最丰富、最突出的城市之一。

“我是第一次来延安，想先去清凉山下
的新闻纪念馆看看，去感受一下老一辈新
闻工作者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一位来自
上海的媒体同仁告诉记者，一走进新闻纪
念馆，看着一孔孔被复原的播音室、编辑
室、职工宿舍和排字车间等石窑遗址，仿佛
能够隐隐听到窑外的阵阵炮声，能够看到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笔耕不辍、薪尽火传的
场景。“纪念馆里的几百件文物，凝结了老
一辈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理想和革命精神，
如同一盏盏明灯，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指明
方向、照亮前程。”新疆日报的陈宏感触颇
多，他告诉记者，他的新闻理想在此得到升
华，他要秉承老一辈新闻人的革命信念，继
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呐喊。

“十八大以来，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
的游客涌入延安。我们不断苦练内功，持续
改造硬件设施，深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争取
把延安建设成为全国红色旅游首选地等目
标。”延安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
来，他们重新整修开放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西
北局革命纪念馆，对13处红色旧址进行了维
修恢复，实现延安枣园1938广场、梁家河景
区开景，并精心策划了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
《永远的长征》、中国首部红色主题秀《延安延
安》等一批常态化的文艺演出节目，红色旅游
正以无限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的目
光，成为延安旅游的主打品牌和龙头。

此外，围绕“革命圣地·红色延安”旅游

品牌，延安还重点打造了以重温“红色记忆”
为主题的系列红色旅游营销活动。他们借
着习总书记回延的机遇，推出“习总书记
回延安”真情寻访之旅；围绕市场需求，推
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游、延安人游延安、知
青体验游、老年怀旧游、少年励志游等线
路；以“我要去延安”“延安红红延安”为主
题，启动中国延安红色文化旅游节，推出红
色圣地游、培训研学游、驴友自驾游等系列
活动，扩大延安红色旅游市场影响力，创塑
延安红色旅游发展新形象。

目前，延安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工作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别于其他国家5A级景
区的创建，延安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宝塔
山、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革
命旧址五大景区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大景
区，联合进行创建。今年1月，延安市通过了
国家5A级景区景观质量评定，被正式列入创
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计划名单中。

据了解，今年 1~8月，延安共接待海内
外游客 3448.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累计
达207.19亿元。

本报武汉专电（记者 陈凯）昨日，2017 年东
风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展开了正赛第五个比
赛日的争夺。女单方面尽管已经没有了中国“金
花”的身影，但是多位“90 后”好手迎来个人突
破，首度闯进武网（WTA 超五赛）四强；女双方
面中国“金花”则捷报频传，彭帅搭档印度选手
米尔扎晋级武网女双四强，“小花”杨钊煊搭档
日本姑娘青山修子，职业生涯首次跻身武网女双
四强。

今年的武网已经接近尾声，比赛争夺也全面
进入白热化。女单 1/4 决赛，澳洲新星巴蒂迎来
了赛会四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普利斯科娃，尽管
对手实力强劲，但是巴蒂延续了今年参加武网比
赛的良好状态，在以 4∶6丢掉首盘后，澳洲新星在
第二盘找回状态，并在“抢七大战”中笑到最后扳
回一盘。决胜盘，逐渐掌控场上主动权的巴蒂以
5∶3领先进入发球制胜局，尽管普利斯科娃挽救
了 3个赛点，将比赛再度拖入“抢七大战”，但笑到
最后的依然还是巴蒂，就这样澳洲新星拿下双

“抢七”，逆转赛会四号种子，职业生涯首次打进
WTA超五赛四强。

另外一场女单 1/4 决赛，法国新星加西亚以
2∶0战胜俄罗斯名将马卡洛娃，拿到一张今年武
网的四强“门票”；而从资格赛突围的希腊选手萨
卡里继续“神奇”步伐，她在一场女单 1/4 决赛中
以 2∶0战胜了法兰西“小百合”科内特，强势挺进
今年武网四强。

女双方面，中国“金花”彭帅搭档印度名将米
尔扎迎来一日双赛的考验。在率先开始 1/8决赛
补赛中，中印跨国组合展现出了良好状态，以 2∶0
战胜塞瓦斯托娃/维基奇这对东欧组合，顺利晋级
8强。随后开打的女双 1/4 决赛，彭帅/米尔扎组
合遭遇了赛会女双 7 号种子斯皮尔斯/罗索尔斯
卡的强势挑战，以 3∶6先丢一盘；随后两盘比赛，
彭帅/米尔扎组合逐渐找到进攻手感，连下两城，
最终以 2∶1 逆转对手，挺进今年武网女双四强。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彭帅连续两年挺进武网女
双四强。

中国“小花”杨钊煊也在女双赛场带来惊
喜，她和日本姑娘青山修子搭档，面对赛会女双
2 号种子、俄罗斯大满贯强档马卡洛娃/维斯尼
娜，打得游刃有余，最终在首盘 4∶3 领先时，收
到对手的退赛大礼，职业生涯首次跻身武网女
双四强。

武网正赛第五日

中国两朵“金花”
晋级女双四强

本报驻马店专电 记者 杨丽萍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