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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彩民
再获大乐透千万元头奖

7月 13日，大乐透头奖又一次花落郑州。当晚
体彩大乐透第19080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5、13、
18、19、24”，后区开出号码“02、07”。本期全国共中
出 6注头奖，河南中得两注，其中，一注平顶山购彩
者幸运中得，另一注则花落郑州西区分中心所辖的
巩义市回郭镇 4119810038网点，奖金 1005万元。
这是今年继大乐透 19024期中得千万头奖之后，又
一巨奖花落郑州。

截至发稿前，该中奖者还未兑取中奖彩票，网点
业主回忆说，此次中奖者应该是几位体育彩票的铁
粉儿，他们长期坚持购买体育彩票，特别是对超级大
乐透情有独钟，喜欢投注购买百元左右的复式票。
体彩大乐透实施特别规定以来，基本上是每期都购
买几注，长期坚持购彩也算是得到了回报。

据介绍，对于大乐透这种大盘玩法，始终推崇多
人少买的购彩原则，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体验期待
开奖的乐趣，了解体育彩票的公益属性。本期开奖
结束后，大乐透奖池42.12亿元滚存至7月15日（周
一）开奖的第19081期。 刘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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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已经脱贫啦！”在阿亚
格曼干村，24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于
2016年底全部脱贫。

如今，阿亚格曼干村旧貌换新颜，结
合疏附县制定的发展规划，重点打造了
菜篮子、花卉苗圃、农民手工艺品产销、
红色旅游等四大基地，持续不断地增加
农民脱贫致富的后劲，不愁吃不愁穿不
愁住，村民们处处都洋溢着生活的美好
和幸福感。

村民吐尔逊·马木提的新居有 120
平方米，雕刻着花纹的立柱，装饰美观的
客厅。他说：“盖房子时，政府一共给我
补贴了 5万元，我自己只掏了 4万元。”
最令他高兴的是，他一直期盼的天然气
也通到了家里。

村民们多彩的生活不仅体现在居住
的追求上，物质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

阿亚格曼干村副支书王志强骄傲地
说：“我们村已经形成了‘小十字’商圈、

‘大十字’夜市，可热闹啦。”原来，在村委
会附近的十字路口处，近几年陆续开了64
家商铺，形成了一个小商圈。在物质生活
逐渐丰富的同时，阿亚格曼干村的村民们
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现在村里已经
有了合唱队、民间乐
队、舞蹈队，那声音高
亢洪亮，是对美好生活
纵情的歌唱！

“现在的喀什环
境好了、游客多了、
日子美了、机遇也多
了……今年 6 月，刚
从喀什大学毕业的姑
娘阿尔孜古·买买提
顺利找到了一份新工

作。作为一名喀什人，她对家乡发生的
沧桑巨变感同身受，并引以为傲。

来自外地的游客李先生说，喀什
浓郁的民族风情及开放包容的气息，
令他非常难忘，“这座千年古城蕴藏着
活力和生机，真的是一座来了就不想
走的城市。”

“喀什朔北横天山 ，白雪皑皑入云端。”
在南疆这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她是我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

也是全疆唯一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喀什市。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新疆之美。喀什，一座历经2100多年的古城，见证了

时代流变，饱尝了世事沧桑，也涌动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喀什，深入乡村、部队、学校、派出所等，看望各族干部群众，广

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共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大计。
如今，喀什这座千年古城风韵依旧，开创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各项事

业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古老和现代的双重光芒在这里闪烁。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打开喀什的方式。7月12日，“沿习之路——我和我的祖国”国家极点寻访

西线团队走进喀什，解读这座古城的文化基因及脱贫密码。

千年古城焕发新活力
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蕾 石闯 董艳竹 唐强伊吉林 舒晗 张玉韩 文/图

文化传承“重”在富民

“没来之前，就听说过喀什古城，来了之
后感觉蛮有收获。”盛夏时分，热辣辣的阳光
照射下来，但丝毫挡不住游客们的热情，他们
络绎不绝地从高大威武的喀什古城的城门进
进出出，体验着这座千年古城的别样韵味。

喀什，曾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安西四
镇”之一，历史悠久。喀什古城是世界上现存
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也是我国目前
唯一保存下来的具有典型古西域特色的传统
历史街区，有着 21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活
着的化石”。

“进入 7月，喀什古城迎来了一年中的旅
游黄金季节，每天平均有 1万多名游客，我们
在尽力做好疏导。”在城楼前，执勤民警图尔
荪帕夏·奥布力介绍，“老街巷、老房子，是喀
什老城的魅力所在。到了这儿，西域风光尽
收眼底。”

漫步老城，街巷纵横交错，房屋独具民族
特色，多以纯手工制作的砖雕墙面装饰，罗马
立柱、波斯木刻、印度石膏雕、俄罗斯风格的
落地窗等随处可见，让人眼前一亮，美不胜
收。各类门店一字排开，可谓一街一产业、一
街一特色。

“以前在外打工，两年前开了个店。”小伙
子吾斯曼江·达吾提在喀什古城经营了一家
旅游纪念品店，销售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帽
子等常用品，一天能卖出去几十顶帽子。和
他一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这里
开店创业。

在老城的街巷里，很多店铺都是祖代传
承下来的。买买提·热夏提与弟弟一起经营
着一家六代传承的手工铜器加工店。“小学时
就跟着爸爸学习手工铜器加工，初中毕业后
干这行，已经 20多年了。”他介绍，“店里生意
好时一天就有5000块钱到 1万块钱进账。”在
他看来，铜艺是祖上世代相传的家业，这不仅
是一门营生，更像是一种使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喀什古城荣膺
5A级旅游景区。而喀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机遇。文化传承与产业富民的交融，使喀什古
城发生了华丽蜕变，也让古城居民在旅游产业
链上增收致富。据了解，2019年喀什古城发展
迅猛，上半年古城景区接待游客人数超过31万
人次，同比增长超过九成，非常喜人。

扶贫路上脚步从不停歇

据了解，喀什地区是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地区之一，一些群众分布在生存环境恶劣、居
住分散的深山区、边境线，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
骨头”。在喀什，除了文化传承和富民产业融合外，
还坚持“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使命担当，精准发
力，使很多人看到了这个高原贫困县大步走向富裕
文明的希望。

喀什地区的疏附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扶贫工作重点县。2014年 4月 28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喀什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考察，
认真察看了村民的住房、棚圈、果园，鼓励村民们让
生活变得更美好。

如今，村里不但新盖了富民安居房，还新修了
柏油路，安装了路灯，新配置了船式垃圾箱，还有漂
亮的幼儿园、新修的小学教学楼……一个现代化的
美丽乡村呈现在世人面前。

记者一行走进 40岁的村民努尔麦麦提·吾吉
的小院，看到前院的水泥地面替代了砖地，院子被
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前搭着葡萄架，藤儿已悄悄地
爬了上来。

“以前我们住的是土屋，睡的是土炕，走的是土
路，有时候还漏雨，几年前利用扶贫补助款，我们盖
起了新房子，生活也变了样。”在他的家里，沙发、衣
柜等一应俱全；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应有尽
有。努尔麦麦提·吾吉说，近几年，他们家陆续买进
了拖拉机、推土机，“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小儿子 5 岁了，上了幼儿园，三顿饭是免费
的，很有营养。”努尔麦麦提·吾吉说，同村的一位村
民住院时，受益于去年县里实行的先诊疗后付费政
策，一分钱押金也不用交。“出院时，报销比例有所
提高，家里的负担减轻了很多。”

阿亚格曼干村是一个有 5400多人的大村，如
何让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名村干部表示，受
益于上级的惠民政策，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9500元，但脱贫攻坚的脚步并未停歇。

旧貌换新颜奔向新生活

昔日窑厂废弃地
今朝休闲好去处南环公园

池中荷花盛开，山上绿树成荫，核心价值观宣传，成风化人润物无声，位于
大学南路的南环公园，如今已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当了解到它的前身是窑
厂废弃地、生活垃圾堆时，人们纷纷惊叹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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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担任暑期养老
护理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君）跟老年人该怎么沟通，护理需要注意
什么，7月 15日，“2019‘传递温暖 呵护夕阳’大学生担任暑期
养老护理员公益慈善项目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举行。来自各大高校的 150名优秀学子参加了培训，经过
为期两天的培训后，他们为期40天的养老护理员服务工作和生
活之旅也将正式开启。

仪式后，郑州市老年公寓护理部主任王蕊为大家培训养老
护理基础知识、护理员职业道德、礼仪规范、服务技巧、心理调
适等专业知识。培训为期两天，之后这 150名大学生将在我市
11所养老机构度过一个充满挑战又意义非凡的暑期时光。

“传递温暖 呵护夕阳”大学生担任养老护理员公益慈善项
目自2013年启动以来，根据学子和养老机构的不同需求和回馈
建议，项目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今年该项目加大力度，郑州慈
善总会投入善款60万元选拔150名学子进行服务，欢迎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企业及组织能够加入到项目中来，让需要帮助的
人得到慈善帮扶，传递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夏爽中原老家河南”
四条文旅线路发布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李鑫）盛夏时节，越来越多市民选
择到青山绿水中开启避暑旅游模式。为满足群众旺盛的避暑需
求，昨日，以“夏爽中原 老家河南”为主题，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清凉世界·中原避暑游”“精品文化·研学科普游”“不忘初心·红
色励志游”“欢乐时光·醉美田园游”4条全新的文旅线路。

为做好此次主题宣传活动，各省辖市文旅局和主要景区将
陆续发布系列优惠便民政策。栾川、西峡将举办第三届暑期高
速免费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良好的出游环境。

此次发布的“清凉世界·中原避暑游”线路包括郑州：嵩山、
伏羲山、长寿山、环翠峪、始祖山、黄河风景区；开封：大宋御河、
万岁山泼水节、银基水世界、开封西湖；洛阳：白云山、老君山、
龙潭大峡谷、黛眉山、西泰山、天河大峡谷、天池山、重渡沟；平
顶山：尧山、舞钢二郎山、灯台架；鹤壁：古灵山、鹤鸣湖；新乡：
八里沟、九莲山、宝泉、回龙、万仙山、关山；焦作:云台山、青天
河、神农山、青龙峡等。

“精品文化·研学科普游”线路包括郑州：河南省博物院、河
南地质博物馆、黄河博物馆、郑州博物馆、郑州科技馆、郑州商
城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新郑轩辕黄帝故里、郑州非遗展览
馆、郑州海洋馆；洛阳：龙门石窟、白马寺、洛邑古城、隋唐洛阳
城国家遗址公园、东方红农耕博物馆、河南古代艺术博物馆、牡丹
画村、小浪底水利枢纽；平顶山:阿婆寨风景区楚长城旧址；安阳：
林州红旗渠、青年洞体验游；鹤壁：五岩山地质遗迹主题科普游、
孙思邈医德医风教育主题游、淇河湿地公园科普游等。

“不忘初心·红色励志游”线路包括郑州：二七纪念馆、河南
（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环翠峪八路军后方医院；开封：焦裕禄
纪念馆、焦桐、黄河东坝头、张庄村；鹤壁：山城区石林会议旧址、
浚县裴庄常仙甫故居；新乡：刘庄、回龙、京华园、白马玉、唐庄、裴
寨村、郭亮；焦作：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旧址、青天河精神纪
念馆、知青村、许湾村、宋学义故居；许昌：皮定均豫西抗日司令部
旧址、杨水才纪念馆；驻马店：竹沟革命纪念馆、杨靖宇将军纪念
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济源：王屋山、愚公移山精神纪念馆等。

“欢乐时光·醉美田园游”线路包括郑州：郑州园博园、郑州
绿博园、稷水农业生态观光园、富景生态世界、丰乐农庄、雁鸣
湖、樱桃沟；开封：余店民俗文化村、朱仙镇启封故园、西姜寨、
通许岳家湖千菊园；洛阳：重渡沟、天桥沟村、孟津银滩；平顶
山：郏县姚庄享寿游；鹤壁：王家辿村、石林村、赵庄村、桑园小
镇、七里沟、白龙庙；漯河：开源景区、沙河国家湿地公园、临颍
黄龙湿地公园、沙澧春天生态园、临颍胡桥村景区等。

市人大出台行动方案
助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上接一版）胡荃要求全市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提高认
识，提升站位，围绕民族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大力弘扬“马上
就办”精神，以实际行动发好“人大声音”、展现“人大作为”，为

“一天一个样、每天不一样”目标和民族运动会的成功举办贡献
智慧和力量。要突出监督实效，充分发挥执法检查“法律巡视”
监督利剑作用，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发挥代表主体作
用，尊重代表、服务代表、宣传代表，让每一名代表在助推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中都成为一个标杆。要精心组织，严格
要求，号召全市人大机关工作同志和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参与

“绿城使者”志愿服务行动和其他服务保障活动，加强全市人大
联动，把每一项工作都抓实抓细抓好，为民族运动会圆满成功
举办作出积极贡献。

生态修复的神来之笔

南环公园位于二七区南四环以北、大
学南路以东、芳仪路以南区域，总投资 1.7
亿元，公园绿地面积 134521.6平方米。是
市委、市政府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美丽郑州的重点工程。

南环公园合理改造原中原窑厂周边荒
地及高出地面 7~8米的垃圾填埋区，规划
设计主要结合原有地形地貌，秉承生态、节
约、以人为本的理念，因地制宜，营造地形，
堆山理水，植树种草，使脏、乱、差的垃圾场
得到治理，使原来被破坏的生态得以恢
复。“看似无用的废弃地和垃圾填埋区，变
废为宝，这应该是公园与其他公园最不一
样的地方。”市园林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南环公园2008年启动建设，在二七区
政府和当地乡（办）的支持下，当地群众顾
全大局积极配合完成了附属物拆迁、迁坟
等工作。2013年 3月 30日按照综合性公
园标准开工建设，2015年 6月 16日正式建
成开园，开园当天，还举办了“绿满商都，
花绘郑州”2015年郑州市盆景展。

景色优美的休闲去处

南环公园绿地面积 134521.6平方米，
水体面积7668平方米，道路面积16294平
方米，广场面积 18138 平方米，绿地率
74.79%。公园内栽植有 200 多种绿化植
物，采用乡土树种和北方特色的植物构建

多样化的植物群落，乔、灌、草配植合理，
形成层次丰富、景色优美的公园景观效
果，打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
园林，进一步改善周边区域人居环境。

整个公园地势起伏变化，南高北低，
最高点位于南山八角亭处，站在山顶可以
俯瞰整个公园全貌和郑州市区高楼林立
的美丽景色；中心湖位于生态休闲区，设
计时避开了垃圾填埋区，有音乐喷泉、水
榭、滨水长廊、亲水平台等，使游人在观景
赏花的同时，可以进行不同的亲水体验。

公园共规划有主入口区、体育健身
区、生态休闲区、月季园区、山林康体区、
游乐区、名师园区、科普科研区和生态密
林区等9个观景区。体育健身区有各种健
身器材、乒乓球台等，可供游人和附近居
民健身和休闲；月季园区位于整个公园的
中部，栽植有树状月季、造型月季、藤本月
季等，布置有月季柱、月季拱门等，展示了
月季造型艺术和月季文化；此外公园还建
有 1800 多平方米的科普中心，可进行科
研、科普知识教育，举办各种展览和文化交
流活动。是一个集生态修复、游乐、休闲和
科普科研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南环公园的建成，不仅修复了城市生
态，而且解决了南部城区缺乏大面积绿地
的问题，使周边区域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还有力地带动了我市南部城区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对城市绿地结构完善和南部城
区活力的塑造有着深远的意义。

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阵地

南环公园建成以来，管理部门不仅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对月季园区、东门口等地
点土质进行更换，对生态休闲区内3处塌陷
进行填埋，更换好土，改善植物生长环境。
对人工湖水系景观进行提升，放生鱼苗
10000尾，形成了鱼翔浅底的景观。还不断
丰富公园的文化内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诚信人物先进事迹宣传阵地。

作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公共场所和窗
口单位，按市园林局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宣
传工作的要求，在市文明办和二七区文明
办的指导下，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向游园市民传递正能量，建成和制作
“诚信是金”诚信文化长廊和核心价值观
宣传牌10余处。

其中，诚信文化长廊在设计时紧密结
合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园林文化特点，采
用窗棂雕花、吉祥剪纸、斗拱造型和梅兰
竹菊图案等，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元素。宣传内容有郑州市“鸡蛋哥”等诚
信人物先进事迹，中国古代诚信故事和诚
信名句，向游人宣传诚信文化，传递诚实
守信正能量。

核心价值观宣传牌的设计结合南环
公园徽派建筑风格，用灰瓦摆放成鱼鳞、
金钱等造型，尽显古朴庄重的特色，并配
上中国梦、福娃怀抱鲤鱼等图案，寓意人
民 生 活 年 年 有 余 ，中 国 梦 正 一 步 步 实
现。让游园市民在漫步和锻炼之余，从
中受到感染和启迪，实现精神上的洗礼
和升华。

如今，南环公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宣传遍布公园每个角落，公园不仅成为
特殊的人文风景和道德风景，还成为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阵地。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