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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
“出彩路上再出发”

特别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今年要编制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这对于河南而言，是一
大利好消息。”全国人大代
表、黄河科技学院校长杨雪
梅说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
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并强调要讲好

“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
脉。在杨雪梅看来，这不仅
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指明了方向，也为黄河文
化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历
史机遇。

她 说 ，做 好 黄 河 文 化
“大文章”，加快开展黄河文
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传
承，时间非常紧迫，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

杨雪梅建议，结合黄河
文化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
定位，搞好高水平的黄河文
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规
划，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组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发展联盟，建立跨地
区、跨部门的沟通协同机制，
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提
升各地方黄河文化遗产保护
的能力。加大黄河文化宣传
科普力度，唱响新时代“黄河
大合唱”，加大对“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黄河文化保护与
传承发展中的开发应用，利
用互联网、新媒体等建设黄
河文化传播平台，推动黄河
文化遗产“上云”，走出“深
闺”，让黄河文化真正亮起
来、潮起来、活起来。同时，引导支持黄河文
化与“主播”经济和“网红”经济碰撞，产生出
新的“火花”，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到、看到、爱
上黄河文化这块美丽的瑰宝。

她认为，要科学做好市场对接，打造高
质量文旅产品，挖掘深厚的黄河文化资源，
把文化遗产更好融入现代生活，增强黄河文
化的吸引力，推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提升黄河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尤其是在这次疫情下，“乡村游”和“近郊游”
成为热点，“云端旅游”也火爆全国，做好黄
河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应抢抓机
遇，化危为机，狠练内功，唤醒沉睡的黄河文
化资源，把这份珍贵厚重的文化遗产，既要
保护好，又要火起来。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构建“十大体系”，谱写新时代河南治黄新篇章

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她带给
我们光荣与梦想，也留给我们伤痛的记
忆。黄河因水少沙多，灾害频发，位于其
关键枢纽位置的河南，更是治黄历史主
战场。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治理，如今，黄
河浇灌千里沃野，输入厂矿企业，泽被千
家万户，充盈河口湿地，涵养生态脆弱
区，成为一条造福百姓的幸福河。

黄河宁，天下平。步入新时代，黄
河安澜依然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牵
挂。记者了解到，在今后一个时期，河
南黄河河务部门将着力构建黄河治理
与保护“十大体系”，努力谱写新时代河
南治黄事业新篇章。

据了解，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河南黄河河务
局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南黄
河治理与保护的重点工作：

构建河南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体系，配合做好有关顶层规划

设计、重大专题研究，努力促进流域人
水和谐。

构建完善的防洪减灾和工程管护体
系，重点推进黄河下游引黄涵闸改建、封
丘倒灌区安全建设、黄河下游“十四五”
防洪工程等前期工作，确保河南黄河长
治久安。

构建水资源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体系，完成《河南黄河引黄能力提升规
划》编制，加快推进引黄泵站、引黄调蓄
工程建设，做好引黄入冀补淀跨区供
水，确保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构建完备的依法治河管河体系，稳
妥推进《河南黄河河道管理条例》立法，
持续开展黄河“清四乱”，促进黄河河道
生态持续修复。

构建“科技治河”与“智慧黄河”支
撑体系，抓好安全监测预警系统、信息
通道等项目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治黄
主业深度融合。

构建河南治黄文化保护与传承体
系，统筹水利风景区、水利科普教育基
地、法治文化基地建设，打造宣传窗口，
讲好“河南黄河故事”。

…………
据河南黄河河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围绕河南黄河治理与保护“十大体
系”建设目标任务，河南黄河河务局将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补齐短板上守
正创新，在强化监管上精业笃行，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抓好河湖管理、水资
源管理、超标准洪水防御等方面的监
管，加快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突出
抓好防灾减灾工程和水资源开发利用
配置工程。

河南因河而起、依河而兴，黄河奔
腾不息、百折不挠的气魄，缔造了中原
儿女奋勇争先、勇往直前的精神气质。
我们相信，争先进位谋出彩的河南人，
必将谱写出新时代的黄河乐章！

率先建成生态长廊，在黄河全流域率先树立河南标杆

黄河是一条自然之河、生态之河，
也是一条文化之河、精神之河。河南省
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南段黄河占
据有突出的地位，黄河文化的根源性、
延续性、融合性、核心性均与河南有着
密切的关系。同时，河南作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的召开
地，更应该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
方面有更大的担当。

如何做好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如何保护好历
史悠久的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好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

对此，我省精心布局——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今
年年初印发了《2020 年河南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
提出抓住立足河南在黄河流域的独特
区位，把握沿黄地区生态特点和资源禀
赋，着力构建以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为“塔尖”、重点领
域专项规划为“塔腰”、关键环节专项政
策为“塔基”的“金字塔”规划政策体系，
在黄河全流域率先树立河南标杆。

具体如何做？《要点》提出，高水平
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郑州大都市
区建设，打造郑州大都市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率先
启动郑州核心片区建设，制定出台郑
焦、郑新、许港等产业带发展规划，加快
形成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增长
极；完善支持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
市建设政策措施，推动与三门峡、济源
示范区联动发展，支持洛阳打造“洛阳
智造”新引擎、扩大开放引领新引擎、创
新驱动升级新引擎、河洛文化铸魂新引
擎……

围绕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文化传
承等重点领域，我省将先期启动沿黄生
态廊道试点示范、规划建设沿黄湿地公

园群、推进重要支流水环境综合治理、加
强黄河防洪安全防范治理、开展深度节
水控水行动、构建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
体系、推进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融合
发展、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等具
有引领性、示范性的八大标志性项目，带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其
中，首要实施郑州段、开封段、三门峡段、
新乡平原示范区段生态廊道示范工程，
率先建成岸绿景美的生态长廊。

我们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散落
在中原大地的大遗址“串珠成链”，由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博物馆、黄
河故道风情园等组成的带有黄河文化
独特标识的地标体系建成，古风古韵、
展示时代特征的古都古城风貌再现，黄
河文化与红色文化、元典文化、姓氏文
化、汉字文化等融合发展……生生不息
的黄河文明，注定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新
光彩！

大鹏一日同风起
郑报全媒体记者 秦华 武建玲 侯爱敏 文 马健 丁友明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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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司建伟

代表委员 话黄河

打造黄河文化主地标
讲述河南的“黄河故事”

“看黄河就是看中国，幸福长流母亲河”……在今年央
视春晚郑州分会场上，一幅波澜壮阔、恢宏磅礴的黄河盛
景在全球观众的面前铺展开来，让黄河元素成为河南最醒
目的、最实至名归的标识，河南“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
之魂”的主地标地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也难怪，古往今来，河南就是黄河的地理枢纽，是黄河
文化的集大成之地。在几千年中华文明进程中，黄河中下
游地区具有适宜人类生存和生产发展的有利条件，伴随着
农耕、冶金、文字等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城市的建立、思想
文化兴盛，河南成为文明的发祥地。河南沿黄地区孕育了
河洛文化、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宝贵财富。

从被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的郑州巩义双槐树
遗址，到二里头夏都遗址揭开“最早的中国”的神秘面纱，
从黄帝在灵宝荆山下铸鼎祭天，到“丝绸之路”唯一道路遗
址的崤函古道，中原地区留下了数不尽的黄河文化遗存。
目前，我省拥有规模最大的黄河历史文化遗址群，仅沿黄
地区就有世界文化遗产 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1个、纳
入国家规划的大遗址15处。

灿若星河的黄河文化，是历史对我们的厚待。不遗余
力地传承弘扬，是我们将交给历史的答卷。我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

——2019年 11月 2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部发
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水利厅、河南黄河
河务局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研究院”，将致力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的关键问题
研究，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研究、咨询、评估、人才培训
等一流的学术机构；

——2019年 12月 15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挖掘整
理了三条黄河文化特色主题游，将黄河流域河南段富集的
文化和旅游资源，转化为游客可亲近、可感知、可体验的文
旅产品，让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得到彰显；

——2019年 12月 23日，在河南博物院的倡议下，青
海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黄河流域九家博物馆发起成
立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九省区45家各级、各类博物馆将
携手共讲黄河故事，合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去年以来，省文旅厅加紧布局谋划建设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黄河国家博物馆等，专门成立了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抽调黄委会、省文
物局等骨干力量组成专班，安排专项资金，强力推进规划
编制工作。同时，还组建了由李伯谦、刘庆柱、王巍等专家
学者担任高级顾问的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专家委员会，
确保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

——今年 5月 11日，在全省文化旅游大会上，印发了
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意见（讨论稿）》，
明确提出要大力弘扬黄河文化，筑牢文化旅游强省之魂，
建设体现中华悠久文明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深入
实施，我省正在奋力书写崭新的黄河故事，那响彻了5000
年的黄河号子，将继续在华夏儿女的耳畔荡气回肠。

大河向东，日月向西。大风吹过了五
千年，大河奔腾了五千年。

当时光来到了2019年，黄河迎来了
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
号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
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的实施，我省开启了高质量发
展的“黄河时代”。全省上下紧抓机遇，彰
显作为，明确提出培育“华夏文明之源、黄
河文化之魂”的主地标地位，“在黄河全流
域率先树立河南标杆”，积极谋篇布局黄
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

大河奔涌，滔滔千年；九曲黄河，奔腾
向前。老家河南，正在奋力书写新时代的
河南“黄河故事”——

黄河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家以黄河为专题的自然科技类博物馆

黄河岸边耸立的炎黄二帝巨像

黄河南岸的生态防护林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