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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植物园百花盛开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王
霞 文/图）连日来，随着天气回暖，郑
州植物园百花盛开，满园春光，令人耳
目一新的七彩油菜花田成为市民新的
打卡地。

在植物园蔷薇园，560 株桃树花
开灼灼，花形奇特的“菊花桃”“寿星
桃”、一花双色的“二色桃”等娇艳欲
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拍照。

在南门口附近青年广场周边，散
植的 2000株贴梗海棠、西府海棠、垂
丝海棠、木瓜海棠分外妖娆，其中西府
海棠和垂丝海棠正处于盛花期。

百花丛中，郑州植物园今年新引
种的七彩油菜花绽尤为吸睛，总面积
500平方米，橙、白、粉多色油菜花带套
种于林下，随风摇曳，绚烂多姿，令人
称奇，成为游客新的打卡地。

春暖花开，越来越多的人走向户外，赏春踏青。目前中原区区管
的公园、游园、生态廊道现已全面开放。图为郑州南水北调廊道盛开
的油菜花。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富盈 摄

38家A级景区年底前
对医务工作者免票开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全市 38家A
级旅游景区于恢复开放之日起至今年年
底前对全国医务工作者免票开放。

此次免票对象为：全国医务工作者
（凭有效证件医师证、护士证或与医务工
作相关的其他资格证件）。

其中，18家免票 4A级景区包括：新
密银基冰雪世界和黄帝宫御温泉、三泉
湖景区、红石林景区、伏羲大峡谷、荥阳
古柏渡飞黄景区、丰乐樱花园、新郑黄帝
故里、郑州园博园、康百万庄园、竹林长
寿山景区、杜甫故里、黄河富景生态园、
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登封中岳庙、嵩阳
书院、中原福塔、丰乐农庄·黄河谷马拉
湾海浪浴场景区。二七区樱桃沟景区为
免票开放景区，该景区“豫见樱桃沟”秘
境魔幻之旅夜游项目将对全国医务工作
者免票。

15家免票 3A级景区包括荥阳环翠
峪风景区、新密豫西抗日纪念园、灵崖山
天爷洞、新郑具茨山、郑国车马坑、好想
你红枣小镇、郑州海洋馆、城隍庙—文庙
景区、大熊山仙人谷、巩义浮戏山雪花
洞、青龙山慈云寺、石窟寺、黄河逸园、惠
济区花园口景区。

巩义偃月古城属无门票景区，全国
医务工作者凭工作证可免费在戏曲茶楼
喝茶听戏，免费游奇趣怪街，免费进入蜡
像馆、地震自然灾害馆。

5家免票 2A 级景区包括新郑欧阳
修公园、新郑博物馆、登封摘星楼景区、
登封窑景区、范家门景区。

另据了解，3月 28日至 12月 31日，
郑州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也将对全
国医务人员免票。好想你金鹭鸵鸟游乐
园自恢复运营之日起一年内，对全国医
护工作者实行门票免费。

文明观景 快乐出游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春风十里，百花

争艳。自 3月 21 日巩义各景区恢复开
放以来，众多市民纷纷来到该市景区踏
春赏花。大家间隔一定距离文明排队，
注意不踩踏草坪，感受久违的自然风光。

据了解，在做好安全防疫的前提下，
巩义景区纷纷推出系列惠民政策，吸引
游客前来游玩。在所有 A 级景区针对
全国医护人员免费的基础上，竹林长寿
山景区推出 3月 31日前免票开放、娱乐
项目半价优惠，浮戏山雪花洞推出 3月
27日前免票开放，杜甫故里、石窟寺景
区推出3月 31日前免票优惠。

该市多家景区均认真制定复工方案
及应急预案，采取了园区消杀、巡回检
查、人员限流等措施，严格按照“先扫码、
后测温、再登记”的流程，引导游客有序
进入景区。众多游客有序排队扫码入
园，注意不踩踏小草，不攀折花木，不乱
扔杂物，文明游园。

海棠花、桃花、杏花、梅花竞相绽放，
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长寿山风情古

镇小吃街刚出锅的牛肉水煎包、米线酸
辣粉、刚烤好的肉串散发着香味，搅动着
游人的味蕾。这是竹林长寿山景区恢复
开放首日出现的一幕。在这里，游客们
不仅能品尝美食，欣赏春色，还可参与丰
富多彩的娱乐项目。大家或在五莲池的
网红桥上随音乐晃动，或走上玻璃天桥
饱览美丽春色……

据长寿山景区负责人介绍，在复工
后的首个双休日，该景区风情古镇小吃
街商户日均收入可达2000元左右，营业
收入最高者可达 1万多元；景区内的娱
乐项目最高日收入达到两万多元。虽不
及春节、十一黄金周时期火爆，但对于因
疫情沉寂已久的景区及商户来说，仍然
为其释放出了消费回暖的信号，进一步
坚定了信心。

据巩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该局将积极谋划特色活
动，推出系列旅游惠民“套餐”，以更加优
惠的政策，更加优质的旅游线路热忱迎
接八方游客到来。

同祖同源同祖同源 共拜轩辕共拜轩辕
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ZHENGZHOU DAILY 52020年3月25日 星期三 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56568170 E－mail：zzrbbjzx＠163.com 综合新闻

邓亚萍：
全球华人的心始终在一起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我为世界祈福，庚子年太特殊
了，我们不能到现场参加拜祖祈福，但
是全球华人的心却始终在一起！”近日
上线的“网上拜祖祈福平台”将中国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为全球
华人在网络空间拜祖祈福提供了丰富
的环节。昨日，邓亚萍也参与进来，参
与网上拜祖，为世界祈福。

作为家乡郑州的盛事，多年来，邓亚
萍一直积极参与到拜祖大典中。2007年
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就是由邓亚
萍用采自始祖山的火种点燃圣火台，象征
中华文明之光生生不息。2008年，邓亚
萍与许海峰、熊倪等近20名奥运冠军来
郑拜祖，祈福奥运。

去年拜祖大典前夕，邓亚萍还与歌
手张明敏、平安，奥运网球冠军孙甜甜，
感动中国人物李灵等一起，用“快闪”的
方式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我的中国
心》《我爱你中国》等歌曲，表达对人文
始祖黄帝的礼敬和对祖国的美好祝
愿。大典礼成后，邓亚萍受邀担任第一

任黄帝文化推广大使，聘期5年。
邓亚萍表示，黄帝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根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源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通过“仪
式重演”为全球华人提供了一个“认同
空间”，让郑州和河南更好地与世界连
接。“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是在脚下的
这方热土滋养下长大的，有责任、有义
务让更多的人了解黄帝文化、了解黄
帝故里，让更多的人传承和弘扬黄帝
文化，让黄帝文化成为凝聚炎黄子孙
共同情感的精神纽带。”

谈及今年通过网上拜祖祈福平台
进行网上拜祖，邓亚萍说：“真的特别
新颖，不论我们在哪里，都可以为祖国
祈福，为世界祈福！平台的互动性很
好地拉近了人们与中原文化的距离，
而且增强、加深了人们对黄帝文化、中
原文化的理解。我也在平台上为所有
受新冠肺炎影响的人祈福，向我们的
天使和勇士致敬，祝愿我的祖国繁荣
安康！”

在线祈福拜祖
获网友点赞喝彩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三月三，拜轩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
统。3月21日，庚子年黄帝故里网上拜
祖祈福平台（http://hd.huangdinet.
cn）火爆上线，这一全新的拜祖形式迅
速刷屏朋友圈，网友纷纷积极参与，在
线祈福祖国繁荣富强，家人平安健康，
疫情早日消散；36个姓氏的传人，在祈
福树的金叶子上点赞自己的姓氏。

“终于可以参加了。”网友“端木堇
墨”说出了众多网友的心声，以前每年的
三月三，都是在电视上看拜祖大典，尽管
全程直播，但还是感觉自己像个局外
人。而今年将通过网上拜祖祈福平台进
行的拜祖大典，让每一位华夏儿女都能
亲自参与，这个创新模式让众网友激动
不已：“令人耳目一新的拜祖方式，别出心
裁的参与方式，直至心灵的情感表达！”

“这个拜祖形式非常棒。”“网上拜祖真
赞。”网友纷纷点赞。

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和血脉
之根，中华民族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她的
根深植于中原大地。在祈福平台上有一
棵“祈福树”，当你点击“百家姓”按钮，在
搜索栏中写下自己的姓氏，画面立即跳
转到“祈福树”界面，从祈福树上会“飞”
来一片带有自己姓氏的黄金叶子，网友
可以对自己的姓氏点赞或者祈福，写下

祈福语。之后点击下方的“添枝加叶”
按钮，可获得一张附有“我是第几位祈
福人”的拜祖纪念照。

“我是第1535个！”网友tony留言，
看到自己穿上汉服的“拜祖STYLE”感觉
特别有仪式感，虽然自己土生土长在中原
大地，但用手机上香和献花的时候，还是
有种认祖归宗的感觉，等到三月三要和大
家一起拜轩辕。大家纷纷祈福国家繁荣
富强，家人平安健康，为中国加油，为世
界加油，早日战胜疫情！网友“长风”赋
诗一首：拜轩辕黄帝，奏战“疫”凯歌。展

“硬核”形象，助郑州跨越。
姓氏是炎黄子孙心目中一个最大的

文化符号和最为虔诚的文化信仰，因为
在这世上，我们什么都可以选择，只有自
己的性别和姓氏不能选择。在新郑炎黄
广场的地面上，有各个姓氏的起源，人们
到这里后都会去寻找自己的姓氏，寻找
自己的根在哪里！

炎黄一脉，万姓归宗，华夏儿女同根
同祖同源，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华
民族这棵大树上的一枝！在祈福平台，许
多人点赞自己的姓氏，根据点赞多少系统
排出前36名姓氏，排名前三的依次是张
姓、李姓、王姓。中原根深，则华夏叶茂，
快来找到属于你的那片黄金叶吧！三月
三，让我们同拜始祖，共祈安康！

众志成城共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

庚子年澳门恭拜
轩辕黄帝大典礼成

从我做起
文明旅游

海外华人网上拜祖
血浓于水共同祈福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李潇潇

“三月三，拜轩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肇始春秋，绵延至
今。黄帝文化是华夏儿女根亲文化的源头，是炎黄子孙团结联合的
精神旗帜，是中华民族自强前行的力量源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的心，广
大海外炎黄儿女怀着无比敬仰之情和虔诚之心，通过网上拜祖的方
式，同拜先祖轩辕黄帝，追思始祖功德，祈福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祝
愿世界和平安康。

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暨英国河南商会副会长马涛：我在英国祈
福。三月三，拜轩辕，作为侨居海外的黄帝后人，我在英国伦敦恭拜
炎黄子孙的先祖轩辕黄帝，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

澳门华夏艺术交流协会会长张九龄：我在澳门祈福。农历三月
三参加拜祖活动，恭拜中华文明始祖黄帝，祈福中国繁荣昌盛，中华
儿女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祈求世界和平。

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暨英国河南商会常务副会长耿慧：我在英
国祈福。恭拜轩辕黄帝，祈福幸福安康。同一个祖先血浓于水，共
一个中华情重如山。

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朱良
玮：我在英国祈福。三月三，拜轩辕，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世
代相传，延绵至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牵动着亿万华夏儿女的情思，
也承载着全球华人对新美好时代的未来向往，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今年恭拜轩辕黄帝有着特殊的意义，华夏儿女祈祷中华，炎黄子
孙血脉相连。三月三，世界各地共同拜祖，为全世界人民祈福。全
球华人共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

澳门华夏艺术交流协会监事长赵莹瑞：我在澳门祈福，农历三
月三参加拜祖活动，恭拜中华文明始祖黄帝，祈福中国繁荣昌盛，中
华儿女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祈求世界和平。

澳大利亚厨师王中喆：我在澳大利亚祈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澳大利亚留学顾问吴小丽：我在澳大利亚祈福，祝福祖国繁荣
昌盛，世界早日战胜疫情。

澳大利亚留学生司悦：我在澳大利亚祈福。三月三，拜轩辕，愿
世界早日战胜疫情。祝福我的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ACTV）董事长任传功：我在澳大利亚
祈福。祝福祖国万岁，长江黄河共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

赞比亚中华河南同乡会会长栾春民：我在赞比亚祈福。今年，
赞比亚华人华侨恭拜黄帝大典首次举行，也是非洲首次，此次活动
的举办得到了赞比亚华人华侨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了赞
比亚人民的有力支持。这次活动的举办，满足了赞比亚华人华侨恭
拜轩辕的愿望。

赞比亚拜祖活动乐舞敬拜的演员梁敏：我在赞比亚祈福。此
生在中国，永世入华夏。我以中华民族这个优秀的民族为荣，以受
几千年优秀文化和文明的熏陶为傲。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异乡生
活，我会尽最大努力去维护这个文明的形象，也会尽力去传承和传
播这个优秀的文化。愿早日战胜疫情，山河无恙，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能平安健康。

“根脉所系，魂魄所依。”正如广大海外华人所说，华夏儿女无论
走到哪里，血脉相连的故里会永远牵挂。“网上拜祖的意义不言而
喻，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可跨越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互联网上共

同拜谒始祖，祈福中华，祝福世界。”

（上接一版）活动依旧延续“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
和谐”的主题，同时突出“众志成城共战‘疫’，轩辕黄帝佑
中华”活动特色。在依照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九项仪程基
础上，今年的澳门大典恭拜仪式分为祥狮纳春、敬献花
篮、净手进爵、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祈福中华、
众志成城 、天地人和等九项，由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区
立法会议员施家伦恭读《拜祖文》。

除了在澳门旅游塔现场举办的恭拜轩辕黄帝大典，
澳门同胞还在澳门标志性建筑大三巴、金莲花广场等地
录制澳门各界群众歌唱《黄帝颂》的视频短片，共同倾诉
对轩辕黄帝的敬意，祈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祈福
澳门的明天更美好。

三大亮点增辉大典

据了解，今年澳门恭拜黄帝大典活动虽
然没有以前的规模那么大，但规格有所提
升，气氛庄严依旧，更有助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恭拜活动参与范围更广、黄帝文化更
加深入传播等多项亮点使得活动的举办意
义非凡。

澳门华夏艺术鉴赏交流协会张九龄会
长介绍，在前期筹备中，澳门同胞代表都积
极参与恭拜活动的各个环节，艺术家、青年
教师、普通市民等以澳门大三巴牌坊、澳门
金莲花广场和澳门旅游塔等地标建筑为背
景，纷纷演唱《黄帝颂》。

“我是在澳门出生和生活，非常荣幸担
任‘庚子年澳门恭拜轩辕黄帝大典’的主持
人。”恭拜大典现场，本次大典主持人苏伟伦
激动地表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他深
深体会到恭拜黄帝大典的举行，就是继承和
传播黄帝文化，发挥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时代
价值，通过恭拜活动，加深了他对中华民族
历史的认识；现场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更
使他感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动。

“今年澳门拜祖活动由澳门莲花卫视全
程录制，剪辑制作成专题片在莲花卫视播
放。”担任本次活动嘉宾主司仪的澳门客属社
团联合总会主席江金桐介绍，经过几年来澳
门恭拜黄帝大典的举办，“黄帝文化”已逐渐
在澳门生根发芽，今年拜祖活动的专题片一
经播出，会有更多的澳门市民积极参与到拜
祖活动当中：“下一步，我们要争取特区政府

的大力支持，将‘澳门恭拜轩辕黄帝大典’打
造成为澳门爱国主义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的一项常态化活动，坚持年年办下去，而且
越办越大、越办越好！”

施家伦恭读《拜祖文》也是今年澳门恭
拜大典上的一大亮点。施家伦对国家的发
展充满信心，他表示，要更积极主动，对接国
家发展战略，抓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
大湾区的重大机遇，将各项规划落实好，推
动“一国两制”再创新局。“今年是第一次参
加澳门恭拜黄帝活动，内心很激动。”施家伦
认为，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应该让更多
的澳门市民前来参与，继承、传播黄帝文化，
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助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庚子年澳门恭拜黄帝大典圆满礼成，
澳门儿女又一次共赴“三月三 拜轩辕”这一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之约。这是一次敬拜
活动，更是庄严的承诺：在黄帝文化的呼唤
下，无论身处何处，中华儿女必将团结一
心、携手共进，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
贡献力量！

祈福中华共战疫情

当前，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牵动着无数炎黄儿女的心。

澳门恭拜黄帝大典仪式特设了“祈福中华”这项仪程：10位

社团代表在祈福墙上悬挂祈福牌，共同为中华民族祈福，祈

愿疫情早日结束，更祈祷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战疫情！

在“众志成城”环节，澳门客属社团联合总会、全球华人

寻根拜祖联合会代表宣布，为澳门特区政府捐赠1万只医用

口罩，助力澳门新冠肺炎的防控！

“新冠疫情牵动着许多人的心，我们想为疫情防控做

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全球华人寻根拜祖联合会执行会长
王友谊表示，通过澳门客属社团联合总会，全球华人寻根
拜祖联合会等爱国社团动员所属会员爱心募集资金，向特
区政府捐赠 1万个医用口罩，用实际行动发扬黄帝精神，
为澳门加油！

这一刻，鲜红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澳门特别行政区区
旗迎风招展，庚子年澳门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圆满礼成！人
们歌声嘹亮，共同歌唱亲爱的祖国、共同祈愿天佑中华，祝
福祖国走向繁荣富强！

扫二维码看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献礼音
乐片《归来》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