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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一种叫“泡泡
游” 的绿色环保消暑游戏受
到市民的追捧， 大家纷纷享
受着冰火两重天的滋味。 图
为 8 月 4 日晚， 市民在孔明
路一家泡泡游娱乐设施内免
费游玩消暑⑤2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夏日好去处
清凉泡泡游

医圣祠路东延工程

今日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勇）8 月 5 日，记者从市

政工程总公司获悉， 备受市民关注的中心城
区医圣祠路东延工程 8 月 6 日正式开工。

医圣祠路东延工程西起独山大道， 东至
滨河路， 孔明路至滨河路段已建成通车，本
次施工范围为独山大道至孔明路段， 全长
1090 米，规划红线宽度为 40 米，路幅形式为
一块板， 道路断面形式为两侧人行道宽各 7
米，机动车道宽为 26 米，属于城市次干道，
设计车速为每小时 50 公里， 路面结构为沥
青混凝土路面。

医圣祠路东延工程是市委、 市政府 2019
年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医圣祠路是连接城
区的次干道，这条“断头路”的打通，对进一步
织密城市东西走向路网、 改善城区交通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⑤2

本报为你打探城区周边葡萄采摘路线
周末，带上家人、约上小伙伴去体验采摘的乐趣吧

本报讯（记者 曹蕊）
又到一年葡萄成熟的季
节，周末带上家人去葡萄
园，不仅能品尝到新鲜的
葡萄，还能体会采摘的乐
趣，本报记者已为您打探
好南阳周边的葡萄采摘
地，周末约上小伙伴一起
去摘葡萄吧！

社 旗 祥 泰 葡 萄 庄 园
该园种植面积 40 余亩，
是集种植示范、 科技推
广、特色采摘、加工酿造、
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
生态园。 园内以有机葡萄
种植为主导，以科研院所
为依托，直接从国家科研
单位葡萄基地引进夏黑、
阳光玫瑰、美人指等知名
优良葡萄品种 7 个，利用
有利的自然条件，采用标
准化的生产种植技术，施
用有机肥，使得这里的葡
萄能够在无污染的良好
环境下生长，为人们提供
了纯天然绿色有机无公
害的葡萄果品。 采摘之
余，园内还有美味的自酿
葡萄酒供游客品鉴。

地址： 社旗县谭营村
大柴庄（社旗县新酒厂假
山向西至高速引线右转
20 米路西）。

三 色 鸽 农 牧 观 光 园
该园有金优红、红乳、摩尔
多瓦等葡萄品种， 园内葡
萄全部为有机葡萄， 种植
全程杜绝化肥、农药、除草

剂等。 市民在采摘葡萄的
同时，还可以免费骑马，参
观院内奶牛场， 体验喂小
奶牛、模拟挤奶等项目。

地址：卧龙区电厂路
蒲山电厂大门西 500 米
路南。

七 里 香 葡 萄 采 摘 园
该园有金手指、 玫瑰香、
黑珍珠、醉金香、阳光玫
瑰等 20 余个品种葡萄，
已陆续成熟，可供市民品
尝采摘。 游玩间隙，还能
品尝到园主自酿的美味
葡萄酒。

地址： 宛城区翟庄高
速口南 1.5 公里路西，可
见指示牌。

惠绿源有机葡萄采摘
园 该采摘园分两个园
区，主要种植有夏黑、户太
8 号、阳光玫瑰、摩尔多瓦
等多个优质品种的葡萄。
同时，10 余亩荷花池三面
环绕着整个葡萄园， 市民
在采摘的同时， 还能观看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

地址：1 号园位于卧
龙区蒲山镇小张庄（驾车
从人民北路至龙翔路，向
北 7.6 公里可见指示牌）。

2 号园位于紫山森林
公园门口（驾车从人民北
路至龙翔路，向北 10 公里
可见指示牌）。

大山农业生态园 该
园区占地面积广， 主要种
植有摩尔多瓦、金手指、玫

瑰香等 10 余个品种的葡
萄。园区内还有火龙果、黄
金梨、 玻璃翠蜜瓜等采摘
项目可供游客选择。

地址： 宛城区瓦店镇
后高寨（南新路口往南 20
公里，可见指示牌）。

茶庵锦田葡萄采摘园
该园有醉金香、金手指、红
吧拉多等 20 余个品种的
葡萄，已陆续成熟，可供市
民采摘。

地址： 宛城区茶庵乡
（信臣路往唐河方向，过双

铺收费站 1 公里， 茶庵路
口往茶庵、 高庙方向走 3
公里，可见指示牌）。

镇 平 龙 圆 葡 萄 庄 园
该园占地 100 多亩，有 20
多个葡萄品种， 市民可前
去采摘品尝。 该农场内还
建有地下酒庄， 市民可以
体验酿酒的乐趣， 品尝醇
香的葡萄酒。

地址： 镇平县高丘
镇孙湾村 （省道 248 线
高丘镇西 2 公里， 沿线
有指示牌）。 ⑤2

在岗做好干部

退休做好党员
本报讯（记者 陈卓 通讯员 郝玉洁）日

前，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召开“我看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新成就”老同志座谈会，听取老同志对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的心声。

座谈会上， 老同志们联系各自工作、生
活、经历，根据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
真情回忆奋斗历程，畅谈工业、农业、教育、科
技、国防、外交等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倾情
描述民生特别是农村、农民、农业发生的历史
性巨变，抒发爱党爱国情怀，对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充满期待。

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在岗做好干部，退休
做好党员，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为南阳的发展加
油鼓劲。 ⑤2

广告

市民在葡萄园内采摘

今晨播报 2019年 8月 6日 星期二04 编辑 张晓凤 美编 张东庚 质检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