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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博）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的普法教育，切实维护青
少年的合法权益，4月 23日，第三届“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
商丘市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商丘市一中举行。

仪式首先宣读了《关于在全市开展第三届“关爱明天 普
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强
化措施，推动青少年普法教育深入开展，努力构筑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法制教育网络体系；要积极协调配
合，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立足单位职责，发挥自身优势，加强
协调，扎实做好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要加强宣传，努力营
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安全文明环境和
社会舆论氛围。

在启动仪式上，中国关工委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办
公室向商丘市一中捐赠初中读本100本、挂图一套；市司法局
向商丘市一中捐赠初中读本200本。

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

第三届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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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生态走廊
全媒体探访示意图

林七水库大坝。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魏文慧 摄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月 18日，秋水湖畔，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洒落水

面，犹如万点碎金；渔舟唱晚，夕阳照射，远处的小船
和渔网也金灿发光，波光粼粼之中耳畔仿佛响起悠扬筝
声；万亩水面，几只水鸟掠过，丝毫不影响湖边的垂钓
老者，岸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倒映水中，构成一幅醉人的
画面……

在商丘，林七水库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少
人吃过秋水湖大闸蟹，却并不知道林七水库就是秋水
湖。相对于林七水库这个更“官方化”的称呼，民权当
地人更愿称其为秋水湖。

林七水库位于民权县城东北林七乡境内，上接任庄
水库、下连吴屯水库，沿线牵涉五六个乡（镇），是黄河
故道形成的天然蓄水库，一座以城市供水为主，兼有防
洪、灌溉和养殖等多种功能的中型水库，也是民权三大
水库中最大的水库，被誉为商丘经济发展的生命工程。

龙门古寨故事多

悠悠故道数千载，民间故事何其多。黄河故道虽曾
为当地百姓带来了苦难，悠久的历史却也为后人留下了
众多宝贵财富。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来到民权县，
第一站就被引到了林七水库南侧的龙门寨村。

1500 余人的龙门寨村位于孙六镇，是个古老的村
庄，有“寨里”、“寨外”之分，这要从古黄河大堤说
起。因龙门寨四周被大堤环绕，“寨里”处于低洼处，
同样受黄河决口之冲蚀，而“寨外”处于高处，无水患
之忧。时代变迁，黄河水势退落，群众把大堤挖通，形
成了一个村庄，这就是如今龙门寨村的里外之分。

来到龙门寨，龙门古塘是必看之处。680亩的龙门
古塘系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年）黄河决口冲蚀而
成，我们所熟知的“鲤鱼跃龙门”传说就由此而来。

而今，龙门古塘被黄河故堤环绕，侧有口与古宋河
相连，水最深处达 35米，每年撒放鱼苗 50万尾、螃蟹
10万余只，产莲菜15万公斤。其中，150亩的垂钓园更
是每年吸引万余垂钓者，以龙门古塘为中心的生态旅游
业，每年为当地群众带来人均4800元的收入。

据86岁的袁振海老人介绍，龙门古塘从来没有干涸
过，塘内十多斤的鱼很常见。去年还有人钓出一条30多
斤的大鲤鱼，五六个人动用 3条船，两三个小时才把大
鱼拖上岸。

“老奶奶庙就是黄河发大水时建的，还救过我们全
村人的命呢！”在龙门寨老奶奶庙内，回娘家的 81岁老
人张莲云说起村里的传说故事如数家珍。她小时候就听
老人讲，黄河发大水时，村里人听水中有人喊“救救人
吧”，村民打捞后发现是一个木胎人像，自称是“老奶
奶”。村民将人像抬回龙门寨后建庙供奉，至今香火旺
盛。抗日战争年代，日本侵略者往龙门寨投放炸弹，全
村百姓跪拜“老奶奶”，炸弹竟全部投放到了龙门古
塘，全村无一人受伤。

秋水湖上话古今

秋水湖虽是近期才被叫响的名称，却与林七乡的悠
久历史、灿烂文化相映生辉。来到这里，不要沉迷于原

生态的自然风光，更应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
紧邻秋水湖北侧的葵丘会盟台遗址，是春秋战国时

期齐桓公邀集诸侯会盟之地，改写了春秋历史，距今
2600多年，被称为古代“联合国”。“盟台夕照”为古代
文人墨客吟诗咏赋之地，号称“豫东八景”之一，乃考
城奇景。葵丘寺因会盟台而兴，香火延续至今。

夕阳火红，映照在葵丘寺沧桑的寺墙上，为古老的
寺院增添了几分厚重与神秘。带着崇敬之情步入寺内，
只见67岁的宋心同正在打扫寺院。2004年，退休后的宋
心同从父亲手中接过管理寺院的重任，全身心投入寺院
的看护与修建中，一晃十多年光阴。

如论起年龄，黄河故道还没有葵丘寺年长。相传，
葵丘会盟台一带春秋战国前有一座无名小庙，周围是一
片沙丘。隋唐时期人们为了纪念会盟在此兴建葵丘寺，
又称无顷寺、无圣寺、无桐寺。1983年，日本著名汉学
家、历史学家井上靖发现，齐桓公与各国结盟这一重大
历史事件发生地就在中国民权县，于是前来寻访遗址。
1984年，他再次来到民权，捐资60多万元重建寺庙。

如今，葵丘寺是一座占地 20多亩的古朴端庄四合
院，依河而建，大门内有 3座石碑，刻有“葵丘会盟台
遗址”几个大字以及历代文人游葵丘会盟台留下的诗
文。1995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组就曾到此
拍摄节目。

走出葵丘寺，林七水库万亩水面尽收眼底，四周林
木苍翠，花草飘香，水天一色。站在水库大坝之上，可
见秋水湖与龙泽湖一坝相隔，现已开辟水上乐园一处，
修建了码头，购置了快艇、脚踏船等水上活动工具，游
客络绎不绝。

“河蟹之乡”生态经

秋水湖水产品丰富，草鱼、青鱼、鲢鱼、河虾、河
蟹，鲜美可口。在秋水湖，游人要想一饱口福，于湖畔
难以实现，必须曲径通幽来到附近村庄的农家乐。

这是为何？就近开店不是更方便游客？听到记者的
疑问，林七乡乡长刘春涛的一席话让我们疑团尽释。

“水库周边没一家工厂，市环保局不但定期来检测
水质，水库北侧还有市水利局专门派驻人员。林七水库
是咱商丘人的‘水缸’，我们有责任保持黄河水的原汁
原味。”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刘春涛介绍，为此，该
乡去年拆除了水库周边的餐馆，并迁走了一个 600头规
模的养牛场。

“在湖里养河蟹是靠水草养殖，不投放饲料，更没
有增产剂等化学原料，不但不污染环境，还可净化水质
呢。”看到记者又把目光盯在了湖里的渔网上，陪同采
访的林七乡干部黄伟补充说，当地政府利用天然湖水优
势发展河蟹养殖业，养殖河蟹湖水面积达 1.2万亩，河
蟹总产量达到360吨，产值3600多万元。该基地先后被
命名为“河南省无公害水产品养殖基地”、“农业部健康
养殖示范场”。所产的“秋水湖”牌大闸蟹因个大肉
实、香鲜味美叫响全国，还出口到韩国等地，让民权获
得了“中国河蟹之乡”的美誉。

在林七水库采访时，记者看到附近有许多鱼塘，吸
引了周边县、市的游人前来垂钓。黄河故道垂钓园是今
年2月份才开业的，平时由60岁的孔祥芝老人看管，两
个大塘内都是野生鲫鱼，50 元一天随便钓，并可以带
走。4月18日，来自商丘市区的垂钓爱好者袁安乐说，这
里不仅塘多鱼大，环境和空气也好，就像世外桃源。

其实袁安乐并不知道，他所处的孙六镇伏土山村正
在借助“两园一廊”工程，大力开发生态休闲观光旅
游。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克启介绍，一期规划的 300亩
杂果园今年已经开始挂果，目前有葡萄、油桃、樱桃等
五六种水果，并设置了垂钓、采摘、农家乐等多个项
目。今年，结合扶贫项目，该村贫困群众每户得到4000
元扶贫资金，全部购置成果树，发展生态农业。

葵丘寺内话古，秋水湖上畅游。依托丰富的水资
源，林七水库沿线的林七、孙六等乡镇正走在发展生态
旅游的春天里；自然风光、历史传说、文物古迹、天然
水产，这一个个元素都是故道留下的珍宝，沉睡百年的
黄河故道也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高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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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七水库：一湖秋水最怡人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报道组

本报讯（张增峰 宁 松） 4 月 12 日，
随着一声汽笛鸣响，历时158天、总航程3
万海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各
项考察工作任务后，中国第32次南极考察
队乘坐的“雪龙”号靠岸在位于上海的极
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来自商丘市民权县
的直升机机械师宁涛和他的战友向祖国交
上了一份精彩答卷。近日，宁涛回到家乡
民权，看望父母，休整待命。

8年前，宁涛肩负一名解放军海军士
兵的光荣职责，随我海军首批护航舰艇编
队，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
务。2015年11月，经过思想品德、身体素
质、心理素质、技能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层
层严格选拔，宁涛光荣地成为中国第32次
南极科考队队员。去年11月7日，科考队
乘着搭载了两架直升机的“雪龙”号从上
海起锚出发，到达地球的最南端，开始执
行南极科学考察任务。

有着丰富远航经验的宁涛是直升机的
机械师，机库是他每天的工作场所。因为
要多次穿越“咆哮西风带”，在大风大浪
中，船身摇摆幅度可达十几度，对直升机
机械师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每天
定时对直升机的固定情况和地面上的工具
箱、电瓶、地面加油设施等进行安全检
查，排除安全隐患。“同事的生命和飞机
的安全高于一切，所以机械师要像爱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和维护直升机！”宁涛
说，他把细致严谨当作直升机机械师机务
工作的生命线。

有时直升机在南极的海冰上进行货物
吊挂作业，难度非常大，需要飞行员有精
湛的飞行技术，也需要机械师在地面的指
挥协助、密切配合。工作看似简单，其实
都是经过长期的训练，需要用非常简洁干
练的专业术语进行协调。据宁涛介绍，由
于长时间站在海冰上工作，穿着厚厚的

“企鹅保暖服”，忙起来浑身出汗，但脚底
却是冰凉的，但不论环境如何艰苦，都必
须坚持做好自己的工作。“河南爷们，粗
中有细，干活好样的！”一位同事这样夸赞他。

“虽然长时间、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和科考工作充满艰险和
劳累，但心中充满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我为能够参加
中国第32次南极科考而感到荣幸！”宁涛发自内心地说道。

曾
经
亚
丁
湾
护
航

又
赴
南
极
洲
科
考

商
丘
民
权
籍
海
军
战
士
宁
涛
从
南
极
凯
旋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谢 飞） 为进一步弘扬正
气、激励斗志，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营
造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日前，市公安局
联合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决定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第二届

“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活动。
此次评选范围为全市公安机关在职在编人民警察及武

警、消防官兵，以基层一线单位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消防战
士为主，主要是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在执法为民、服务群众中受到人民群众普遍赞誉以及在处置
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应对反恐防暴、执行重大抓捕等急难险
重任务时，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忠诚履职、敢于担当，圆
满完成工作任务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评选活动坚持面向
基层、倾斜一线和民意为导向的原则，广泛动员群众和基层
民警，由群众和民警把那些扎根基层、成绩突出、群众称赞
的民警推荐为参评对象。而后，参评单位通过组织本单位参
评对象召开事迹恳谈会、宣传推介会和开展“向人民报告”
等系列活动，接受群众、民警评议监督，确定本单位的候选
人。最终，评选活动组委会根据推介评议情况，研究确定 12
名第二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

评选活动结束后，市公安局还将组织成立先进事迹宣讲
报告团，分赴各地进行事迹巡回宣讲，进一步扩大评选活动
的社会影响，树立全市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

讲好警察故事 树好公安形象

第二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谢国庆） 4月25日，143名市派驻村第一书
记及县（区）组织、扶贫等部门人员，齐聚林州红旗渠干部
学院进行为期5天的学习培训。

这次培训是贯彻落实精准扶贫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行
动，是适应和引领贫困村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大家能力
素质的有效途径。针对这次培训，市委组织部精心设置课
程，内容涵盖了基层党的建设、农村“十三五”规划和扶贫
开发、涉农政策等各方面内容。

培训要求市派驻村第一书记要转变角色，主动学习、自
觉思考、亲自动笔，真正做好“作业题”，当好“小学生”。
要多到实地考察，多一些真实体验和感性认识，更要结合农
村工作实践，多一些理性思考，还要组织交流讨论活动，切
实让这次培训过程成为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宗旨意识的过
程，成为坚定党性原则、永葆群众观念的过程。

市派驻村第一书记到红旗渠“充电”

加强党性修养
增强宗旨意识

本报讯（记者 刘彦华） 4月 24日，市委统战部组织市新
一代非公经济人士联谊会、市新侨创业创新协会、市侨商联
合会 40余人，赴林州参观“人工天河”红旗渠，学习红旗渠
精神。

大家首先来到中央国家机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旗渠纪
念馆，详细了解了修建红旗渠的背景、过程及影响，倾听四
五十年前林县人勇战旱魔、劈山凿渠的动人事迹，来自我市
的年轻企业家们无不为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的精神所感动。接着，一行人上山沿红旗渠参观了
创业洞、团结洞、一线天、老炮眼、青年洞等景点，亲眼目
睹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的风采，感受到了当时人们
修渠的艰苦，不由得为林县人“重新安排河山”的英雄气概
发出声声赞叹。

参观结束后，市新一代非公经济人士联谊会负责人对
记者说：“红旗渠一行受益匪浅。今后，要把红旗渠精神融入
到工作中，要敢于担当，把自身的企业做好，要乐于奉献，
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我市非公经济人士赴林州

学习红旗渠精神4月24日，夏邑
县火店镇刘破楼村村
民刘建军和爱人一起
抬灯笼装车。该县以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火店镇为
依托，在周边村镇大
力发展民间文化产
业，千方百计增加农
民就业，助推脱贫致
富。全县从事文化艺
术产业的人员有5万
余人，主要产品有宫
灯、旗穗、剑穗、花
边、排须、刺绣、中
国结、塑料工艺品
等，产品畅销海内
外。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打着灯笼
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