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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过境干线公路成为
四季有景的生态长廊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文 通讯员 李涛 图

下周我市晴好天气为主
周二周四有阵雨 最高气温或达32℃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我省最高气温大都在30℃上下，尤其是
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气温在30℃~32℃。但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
今后三天我省最高气温将出现短暂波动，之后又会迅速回归30℃以上。

根据预报，13日，我省南部多云到晴天；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14
日，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部分地区有
中到大雨。15日，东部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本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到夜里，我市有阵雨、雷
阵雨，其余时段以晴好天气为主。受冷空气影响，周一气温略有下降，
周二以后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周内最高气温32℃，最低气温15℃。

第九届宿根花卉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

讯员 邓睿 文/图）昨日，由市
园林局、省风景园林学会主
办 的“ 绿 满 商 都 花 绘 郑
州”——中原·郑州第九届
宿根花卉展在郑州市第三
苗圃开幕。

本 届 展 示 会 以“ 多 彩
花 境 美 好 家 园 ”为 主 题 ，
着力展示我省宿根花卉及
观 赏 草 的 研 究 成 果、栽 培
技 术 ，推 动 宿 根 花 卉 在 景
观建设和城市园林绿化方
面 的 应 用 ，共 展 出 泛 美 宿

根花卉、蔬菜及香草等 60
余个新品种。

本届花展免费开放，将
持续至 30日。花展期间，还
将举办品种应用展示、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花境大讲堂、
花文化展示等活动。

中小学生体育节
展现师生新风采

“最美护士”邵青青：

“继续努力不辜负大家期许”
本报记者 王治 通讯员 周二彬 潘黎黎

“获得第五届最美护士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内心有说不完的感
动和感谢，我相信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要做得更好的同时，严格
要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楷模，我相信我能够做到，再接再厉，继续
加油！”当选“出彩河南人”第五届最美护士的邵青青如是说。

邵青青，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一名护士。2017年 4月 12日
下午 2点左右，一名 10岁男童上学路上突然晕倒，路过此地的邵
青青见状，赶紧把怀里的孩子“扔”给爱人，跑到男童身边。当时孩
子面色青紫、口中有呕吐物、四肢强直，有心跳却没有呼吸，性命岌
岌可危。

邵青青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的同时，并对孩子进行急救。
几分钟后，孩子得救了，急救车到达现场后，她才悄悄离开。

2018 年 4 月 22 日 9 时许，邵青青带着 2 岁多的儿子在普
罗旺世小区附近做儿保抚触。忽然，一位年轻妈妈抱着两岁
多的女童，一边哭着呼救，一边向邵青青这儿飞奔而来，邵青
青赶紧迎上前，询问情况，原来孩子正发着烧，吃了一块奶糖
后被卡在喉咙里。她接过孩子立即抢救，几分钟后，孩子吐出
了糖块和奶白色痰混合物，成功得救。救助过程中她的手被
孩子咬流血了，她说：“我流点血没啥，用我一根手指换孩子的
命都值。”

大家都知道，急诊科的护士苦累不说，责任更重大，需要精
湛技术，更需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邵青青在这里一工作就
是 6年，6年来，她把无数个濒临死亡的危重患者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

多年的护理工作，邵青青凭借着精湛的业务素养和乐于奉献
的精神，收获了多项荣誉。如今，面对“最美护士”的荣誉，邵青青
说：“荣誉只是代表着过去，未来的路还很漫长，能得到大家的认
可，我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许。”

明确目标
今年绿化提升6条高速

过境干线公路绿化是我市“一核、两区、
三圈、一带、十八园、多廊道、多节点”国土绿
化的重点工程。

结合省委省政府“五年增绿中原，十年
建成森林河南”的决策部署，我市高标准推
进森林郑州建设，构建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
应的森林生态体系。根据《森林河南生态建
设规划（2018—2027）》，我市过境干线生态
廊道重点加快高速、国道、省道及中心城区
连接各新市镇的快速通道廊道绿化建设，打
造“一年四季景不同的视觉景观廊道”，构建

“城在林中、林在城中、林水相依、林路相随”
的生态功能区和连绵带。

据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到
2022年，我市重点抓好 12条高速及国道、省
道等生态廊道 1500 公里的绿化提质提升，
主要进行两侧绿化加宽加厚、增绿彩化和沿
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实现过境干线公路廊
道林荫化、景观化、网络化。其中，2019年，
我市将重点抓好 6条高速 287公里的绿化提
升，进一步提升绿城郑州形象，把过境干线
生态廊道建成景观大道、生态大道。

提高标准 廊道四季常绿一年有景

目标已经明确，落实需下功夫。
推进过境干线公路生态廊道绿

化提升，各级领导的重视、推动尤为
重要。

去冬今春，紧紧抓住省委省政
府“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
林河南”总体部署、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战略机遇，市委市政府把
生态廊道作为民生工程、富民工程，
强力推进。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在造林关键季
节，坚持每周调研、每月观摩生态廊
道建设进展；市政府主管领导坚持
每周深入生态廊道建设一线调研观
摩，协调解决问题。

有效的推进机制，是确保生态
廊道提升提质的重要保障。春节后
上班第一天，市委市政府就召开全
市生态建设动员大会，明确任务和

要求，并通过组织全市范围的观摩、
评比、讲评等措施，持续推进。各县
区建设了生态廊道指挥部，主要领
导亲自担任指挥长，抽调精兵强将，
全力推进。市林业局班子成员分包
县（市、区）督导，建立例会、观摩会
和手机短信平台、微信情况通报机
制，坚持日督导、周排名、月评比，有
效促进了生态廊道建设进展。

从专业层面上说，高标准的规
划对于生态廊道的提升提质目标的
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全
省生态廊道（沟河路渠）建设实施
方案》，依据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
导则，各县（市、区）高标准规划、高
标准建设。

绿化标准上，我市合理确定树
种结构比例，实现廊道绿化向美
化、常绿化升级，丰富绿化层次，打
造“ 一 年 四 季 景 不 同 ”的 生 态 走

廊。我市分类明确过境干线公路
两侧的绿化建设标准：高速公路单
侧栽植宽度不低于 100 米的高大
乔木树种，国道、省道单侧栽植宽
度不低于 50 米的高大乔木树种，
县乡道路廊道单侧栽植宽度 30 米
以上乔木树种。

树种选择上，以栽植高大乔木
树种为主，适当配置一定比例的彩
叶、丰花灌木，辅以草皮、草花等地
被植物，做到乔、灌、草、花、藤“五
形”合理配置，实现绿化、美化、花
化、彩化、果化“五化”协调统一，构
建“四季常绿、三季花香、景随路移、
功能完善”的生态廊道。

景观配置上，增加常绿、彩叶、
丰富树比例，科学配置树种，形成

“四季常绿为主调，前、中、后景层次
分明，乔、灌、花疏密相间”的生态廊
道景观。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朱一玉 文/图）记者昨日获悉，郑州
市第七届中小学生体育节开幕式暨阳光大课间展演活动在郑州市第
一中学体育场举行。活动以教师广播操会操和中小学阳光体育大课
间展演为主，为全市师生奉献了一场健康、快乐、阳光特色的文化体
育盛宴。

全民健身广播操会操表演中，2880名运动员全部是来自我市教
育系统 72家单位和学校的教职员工，其中包括 56支局直属学校代表
队和 16支各县（市、区）教体局代表队，参加会操表演的老师们意气
风发，动作整齐划一、规范有力，充分展现了郑州教育系统全民健身
所取得的成果。

在阳光体育大课间展示部分，来自我市金水区农业路小学、郑州市
31中、103中学、郑州一中等学校共1660名学生分别展示了小学、中学
和高中，针对不同学段开展的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

场外演示部分，来自郑州市 31中学攀岩社团、郑州市第 52中学
“亮剑社”、二七区兴华小学“华之旋”速滑队社团、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
“远驰车模”社团、中原区新街坊小学地壶球社团、郑州 18中花样跳绳
队社团、郑州大学实验小学“追风轮滑”社团、高新区实验小学“奇迹创
意”社团、郑州市第 103中学“墨帆空间”社团、郑州市七十四中无线电
测向社团的同学们向大家展示了精彩的技艺。

据了解，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市教育局将开展全市中小学校阳光体
育大课间展演活动，这既是对各学校校长第一公开课的一次评比，也是
对阳光体育大课间开展情况的一次大检查，届时将采用科技手段，通过
对学生整体平均心率和有效锻炼时间等指标的考察，检验每所学校阳
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的有效性，真正使同学们通过每天一小时的阳光体
育大课间活动，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有效提高健康水平，拥有一个健
康的体魄和阳光快乐的学生时代。

为发挥市级文明单位的示范辐射作用，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郑
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牟县狼城岗镇曹寨村结成了精神文明建设帮
扶对子。近日，地铁集团党员志愿者来到曹寨村，和村民一道清洁公共
设施，清除积存垃圾，消除脏、乱、差的卫生死角，营造优美的乡村居住
环境。 本报记者 黄永东 摄影报道

地铁结对帮扶
共建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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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记者一行驱车沿商
登高速新郑段西行，至新郑新区站
附近，但见蓝天白云下，路两侧地
形连绵起伏，绿草茵茵，鲜花盛开，
令人心旷神怡。

“商登高速新郑新区站节点，
我们采用疏林、草地、缓坡为主要
设计理念，选用的草坪是四季常绿
的，植物按四季常绿、季季有景来
配置，整个效果呈现花化、彩化的
效果。”新郑市林业局郑彩霞告诉
记者。

商登高速新郑段绿化是我市
过境干线公路生态廊道提升提质
的一个缩影。

2018年以来，我市按照省委省
政府“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
设森林河南”的战略部署，统筹“五
大”生态系统，围绕“六化”目标，加
快推进以过境干线公路生态廊道
提升提质为重点的国土绿化提速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成效显现干线公路成为景观大道

通过实地采访，记者也感受到了
我市过境干线公路绿化提升的成效。

连霍高速是我市过境干线之
一。对于连霍高速的绿化，中牟县
以增绿量、优生态、重彩化、提档次
为主线，大幅提高常绿树种、彩叶树
种、开花树种的运用比例，打造大绿
量、高品质的城市绿化景观。

在连霍高速广惠街绿化节点，记
者看到，除了配套的公厕正在建设中，
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植被已栽植完
成，别致的廊架也已建成，红色地砖与
周边的绿色植被相映成趣，呈现出一
派“园中有林、林中有园、园林相融、和

谐成韵、生态自然”的城市园林绿化景
观。

密州大道是郑少高速和 G343
线重要连接通道。新密市林业局造
林经营科科长陈现伟告诉记者，新
密市按照“郊野廊道绿化节点化，节
点绿化无限大”的理念对密州大道
南段两侧 30 米绿化范围进行了高
标准的施工设计。“我们在造林模式
上采取‘高中低、红黄绿、点线面、乔
灌花’相结合，做到错落有致，三季
有花，四季常青。”

在密州大道与郑登快速通道交
叉口附近，路边的树状月季开得煞

是好看。路边的小游园内，楚沟村
的村民楚炎卫正在休闲散步。“经过
提升改造，密州大道比以前好看多
了，我们村里的人没事儿常来附近
的小广场唱戏游玩。”

采访中，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在过境干线公路生
态廊道建设方面，我市已基本完成
今年的绿化种植任务,共完成绿化
提升面积 6.9 万亩，完成各类拆迁
182.4 万平方米，清理枯死、退化等
各类杂木 73万余株，清理垃圾 968
万吨，不少过境干线公路已经成为
景观大道、生态长廊。

系列报道之3

职工学历提升计划启动
工会组织拟资助400名职工在职读大学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市总工会公布了 2019年“求学圆梦行
动”职工学历提升计划实施方案，今年市工会计划出资补助 400名困
难职工、农民工、劳模、优秀员工在职读大学。

政策规定，根据被资助对象的不同情况，资助分三类进行，其中，学
费全额资助对象为：在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在册的困难职工及其子
女。享受总学费 70%资助的对象包括：在郑州工作的农民工职工，本
人是农村户口；在郑工作满一年以上；已签订劳动合同；本单位已成立
工会；本人是工会会员。享受总学费 30%资助的对象为：在郑州工作
的各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郑州工作的各级先进工作者、优
秀员工；在郑州工作的各级优秀工会工作者。无论哪一类资助对象，学
员在正式被录取后才能享受减免学费政策。

招生院校分两类，其中，承担专科招生的学校为郑州市职工大学，
招生专业包括：会计、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应用电子技术、建筑工程技
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物流管理。承担本科招生的学校包括：郑州大学、
西安工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生专业包括法
学、经济学、电子商务等20余种。

政策规定，报考“职工学历提升计划”者，年龄在18周岁以上，有意
愿接受学历提升的职工。学员成绩合格，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电
子注册的毕业证书。

报名采用现场报名，报名地点为郑州市中原区工人路84号郑州市
职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