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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君彦 通讯员 张予

本报讯 6月16日，大河报
人杨化涛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帮助一位在上海治疗的血液病
患者重燃生命希望，成为郑州市
第236例、河南省第621例、全国
第6535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仅仅3天过后，郑州
市民张玉东爱心接力，顺利为一
位在山东住院的29岁白血病人
捐献“生命种子”，将河南造血干
细胞捐献的大爱纪录再次刷新。

“我来打第一针动员剂的时
候，我们俩见过，两个人还相互
加油鼓励。”张玉东清楚地记得
6月15日和杨化涛偶遇时的情
景，当时，杨化涛在为第二天的
捐献继续注射动员剂，而他则经
历了当天凌晨急性肠胃炎的突
然袭击。经过治疗缓解病情后，
他按照原计划，到医院注射第一
针动员剂。此时，两人见面像志
同道合的兄弟、战友，相互鼓励，
感觉特别亲，还合影留念。

37岁的张玉东老家周口鹿

邑，毕业后一直在郑州从事销售
工作，爱笑的他也是一位热心
肠，在郑州以及他出差去过的多
个城市，他多次参与无偿献血。
2006年的一天，再一次无偿献
血时，他采集血样加入了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也称中
华骨髓库），“我觉得，能通过力
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别人，是让
人快乐欣慰的事儿”。

今年2月9日，张玉东接到
了郑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
电话，得知自己与一位白血病人
初步配型成功，等待了11年的他
爽快地答应捐献，并顺利通过了
高分辨配型、捐献前体检等流
程，捐献日期初步定于5月中旬。

由于患者病情出现变化，捐
献日期一再延后，张玉东的工作
计划也多次被打乱，他却毫无怨
言：“救人要紧！啥时候需要捐，
你们尽管说，我随时准备着。”最
终，他的捐献定于6月19日在
省肿瘤医院进行。

“我媳妇晕血，我怕她担心，
没让她陪，有几个同事专门来给

我加油。”经过近4个小时的采
集，张玉东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
捐献，为一位在山东住院、体重
比自己重10公斤的患者捐献

“生命种子”，成为郑州市第237
例、河南省第 622 例、全国第
6557例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其间，省红十字会、郑
州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赶来
为他送上鲜花和荣誉证书。患
者家属托志愿者送来的答谢锦
旗上，有八个大字：髓缘华夏 情
满神州。

昨天，得知张玉东也成功完
成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一神圣使
命的消息，捐献后在家休息的杨
化涛也很开心：“在捐献造血干
细胞救人、为生命加油的路上，
咱们大爱河南的接力棒会继续
传递下去！”

据了解，张玉东捐献的“生
命种子”昨晚已顺利输入患者体
内。而杨化涛捐献的“生命种
子”所救的8岁小患者，目前正
在移植仓内恢复，预计一个月后
出移植仓。

□记者 田育臣 文
赵龙翱 摄影

本报讯 1987年，一群中国
黄漂队员历时半年之久，完成
了人类首次无动力全程漂流黄
河，填补了世界探险史的空
白。30年前的这次黄漂，7名队
员不幸遇难，其中4人是河南
籍。昨天是黄漂30周年纪念
日，30余名来自北京、安徽与我
省不同地区的黄河首漂队员聚
首郑州花园口，一起祭奠7名遇
难的黄漂队友。祭奠完毕，他
们与其他漂流爱好者一起乘坐
橡皮筏，从郑州沿黄河漂流而
下，预计用3天时间漂流至开封
以作纪念。

1987 年 4 月 30 日至 9 月
25日，来自河南、北京、安徽等
地的黄漂队员成功完成了人类
首次无动力全程漂流黄河，漂
流全程达 5464 公里，落差达
4831米。当年的6月19日，河
南黄漂探险队的雷建生、郎保
洛、朱红军、张宁生4名队员在

拉加峡不幸遇难，几乎与之同
时，北京、马鞍山黄漂探险队也
有3人翻船身亡。为了纪念遇
难的队友，大家把6月19日这
一天定为黄漂纪念日。每年的
这一天，全国各地的黄漂探险
爱好者都要汇聚郑州，进入黄
河进行短程漂流以示纪念。

昨天上午，30余名身穿红
色黄漂纪念衫的队员，面向3米
多高的纪念碑深深三鞠躬，河
南、北京、安徽马鞍山的黄漂探
险队负责人和队员代表端上一
杯白酒，洒在纪念碑前的地上，
祭奠在黄河首漂中离开的兄
弟。祭奠完毕，大家齐呼：“黄
漂精神，永垂不朽！”顿时，眼泪
再一次涌出黄漂队员的眼眶。
参加祭奠的人中，朱磊是郑州
人，1987 年黄河首漂的老队
员。1987年4月，24岁的朱磊
揣着3000元钱，独自乘车来到
了黄河源头，参与到了黄河漂
流探险的队伍之中，全程见证
并参与了这一历史壮举。为纪
念这一历史，他花了一年时间，

以散文、实录的形式，根据当年
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写下了27
万字的《黄河漂流散记》。

昨天，原河南日报摄影记
者张新生也来到了纪念活动现
场。他作为1987年河南黄河漂
流队的随队采访记者，用镜头
记录下30年前一群河南热血汉
子征服黄河的经典瞬间。他把
这些老照片整理成画册，现场
与大家一起缅怀那段难忘的历
史。

昨天下午2点，部分老黄漂
队员与漂流探险爱好者共30余
人乘坐10个橡皮筏，从郑州花
园口出发，一直沿黄河东漂而
下，预计3天之后到达开封，以
此作为纪念。其中，参与本次
漂流探险的最大年龄70岁，最
小的仅8岁半。“黄漂精神需要
传承，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进来，把这种探险、进取的
精神一直传承下去。”本次活动
的组织者之一、黄漂老队员王
新文说。

此外，6月18日，黄漂老队
员们以及当年参与黄漂采访的
记者还奔赴洛阳，为郎保洛的
母亲庆祝了90岁生日。之后，
大家又来到洛阳龙门万寿山陵
园祭拜了雷建生的陵墓，到朱
红军、张宁生家中看望了家
属。18日晚上，大家在黄河边
的纪念碑四周搭起帐篷，为逝
去的7名队友守夜缅怀。

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又一大爱河南人捐“生命种子”
大河报人杨化涛16日捐献前与张玉东相互鼓励，爱心传递在继续……

□记者 梁新翠

本报讯 昨日，由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河南工业
发展报告蓝皮书（2017）》（以
下简称蓝皮书）出版暨“建设先
进制造业强省”研讨会在郑州
举行。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河南省财政厅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
河南省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建
言献策。根据2016年的数据，
郑洛许工业综合竞争力位列全
省前三。蓝皮书中预测，预计
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同比增长7.5%左右。

在蓝皮书中，综合规模总
量、生产效率、技术创新、生态
环保、信息化应用等多方面因
素，课题组制定了河南区域工
业竞争力最新榜单，郑州、洛阳
和许昌分别以95.1分、78.9分、
78.5分的得分位列全省前三，
郑州龙头地位依然凸显，许昌
和洛阳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
小，鹤壁、三门峡、信阳三市排

名相对比较靠后。工业生产效
率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
标，在区域工业效率竞争力榜
单上，濮阳名列首位，濮阳工业
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每人每
年315241元，成本费用利润率
和总资产贡献率在全省名列前
茅，商丘、平顶山、信阳工业效
率则亟待提升。

蓝皮书指出，面对世界经
济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长乏
力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下
行压力依然突出的复杂环境，
河南抓住国家战略叠加机遇，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实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
效益活动，河南工业经济呈现
缓中趋稳、企稳回升的总体态
势，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利润增
速稳步走高，先进制造模式加
速渗透，工业稳增长成效明显，
支撑了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预计2017年，河南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
7.5%左右，产业产品结构持续
优化，五大主导产业和高技术
产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河南慈善奖”每
3年评选一次，今年将进行首届
评选，被推荐或自荐参加“河南
慈善奖”评选的个人、企业、机构
或项目，要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真实力、好口碑……昨天，记者
从省民政厅获悉，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已联合印
发《“河南慈善奖”奖励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将在全省设立

“河南慈善奖”，通过做好“河南
慈善奖”奖励工作，发展慈善事
业，弘扬慈善文化，鼓励更多爱
心力量参与慈善事业。

《办法》指出，“河南慈善
奖”是河南省慈善领域政府最
高奖，由省政府主办，省民政厅
承办，每3年评选一次，旨在表
彰热心参与和支持河南省慈善
事业发展，在慈善领域作出突
出贡献、社会影响较大的个人、
企业、机构、项目和单位。

“河南慈善奖”每届表彰名
额不超过100个，其中，单位不
超过 40 个，个人不超过 60
名。具体包括：“爱心捐赠企
业”15个、“优秀慈善项目”15
个、“优秀慈善组织”10个、“爱

心慈善楷模”10个、“爱心捐赠
个人”20个、“优秀志愿服务
者”15个和“优秀慈善工作者”
15个。每名候选对象每届只
能参加一类奖项的评选，已获
上届“中华慈善奖”的，不再参
加“河南慈善奖”评选。

据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每届“河南慈善奖”评选表
彰活动都会成立评选表彰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评选表彰活动
的组织领导，并由领导小组负
责组建评选委员会，评委会由
河南省慈善工作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全省性社会组织、省级教
育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机构
的代表和专家及热心慈善事业
的个人组成。

而“河南慈善奖”获奖者一
旦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
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等情形
之一的，将由省民政厅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撤销荣誉。此外，

“河南慈善奖”评选不得以任何
形式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
用或变相收费，参与“河南慈善
奖”评选表彰活动的有关人员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也将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河南慈善奖”今年首评
每3年评选一次

郑洛许工业综合竞争力
位列全省前三

众勇士再聚，纪念“黄漂30年”
30余名黄漂队员昨从郑州花园口出发，将漂流至开封以作纪念

黄漂队员再出发

大爱相髓大爱相髓··大河再助力大河再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