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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
5月的阳光静静洒下来，在哈密市落

成不久的图书馆内，工作人员姜新福正
在有条不紊地检查每层楼的安全设施。
这座始建于 2011 年的图书馆是河南援建
的项目，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目前主
体建筑已经完工，接下来的工作是进行
内部装修。

历史并非偶然，河南与哈密结缘至少
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

千年之前，一支支路过此地的西行商
队里，不乏中原商贾。

哈密地区位于新疆东部，是新疆的东
大门，也是古代西域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交
通要道，著名的丝绸之路北道与新北道即
经过其境内，向西延至西域诸地、中亚和西
亚。

河南援疆工作，从另一方面展示了河
南与哈密的密切关系。

第八批河南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
哈密地委副书记刘金山说，从 2010 年起，
河南省由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调整为对口
支援哈密地区和兵团十三师。

在哈密地区与河南省共同编制的《河
南省援疆总体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方案》中，
计划 2011年-2015年实施援疆项目 92个，
河南援建资金 17.64亿元。

刘金山说，民生项目占援疆项目的
90%，大部分都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其
中，安全饮水项目有效解决了 1.63万户群
众安全饮水问题；实施了 18个教育建设项
目，从根本上改善了各学校教学条件，实现
了学前“双语”教学全覆盖……

河南除了在哈密援建项目外，还积极
搭建平台，实现产业对接，涉及教育、医疗、
食品等多个行业，如河南中医学院将在哈
密设立分校，河南速冻食品企业将在哈密
建立基地等。

在哈密，援疆干部的感人事迹很多。
刘索超 2010年开始援疆，当时已经 56

岁了，援疆结束时他 59岁，也就是说，援疆
结束之时他也该退休了。他是一名老中
医，他治愈的病人遍布天山南北，被评为

“最美新疆人”。还有一位援疆法官，叫杨
小平，在巴里坤县一个边远的法庭工作，既
当审判员、书记员，又当传达员、清洁员，因
为整个法庭只有 3个人……

河南与哈密，从携手古老的丝绸之

路 ，到 今 天 的 合 作 共 建 ，一 直 在 谱 写 着
不朽的篇章。

大舞台
河南在丝绸之路的余韵缭绕不绝。
在哈密，剪纸和汴绣也可以见到。河

南在哈密援建的企业，其中有一家就是汴
绣企业。沿着丝绸之路，源自河南的元素
正越来越多地在哈密汇聚。

在哈密，河南人遍布各行各业，不管
是一般的生意人，还是资产数亿元的企业
家，他们用自己的诚实和打拼赢得了人们
的尊重。

谈及在哈密的河南人，哈密地区河南
商会副会长、秘书长李国欣滔滔不绝。他
说，哈密地区河南商会目前共有 280 多家
会员企业，涉及房地产、矿产、商贸、旅游等
行业，会员资产 40 多亿元。去年以来，会
员企业已经为公益事业捐款达 700万元。

在新疆建设兵团的 58个边境团场中，
河南籍职工超过 40%。一代代支边的河南
籍军垦战士良好的品质和情操，对兵团精
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每年来新疆的十几万摘棉工，也享
誉天山南北。

从中原到哈密，从政府到民间，从远古
到今天，河南人与哈密结下了深深的缘。

缘再续
河南与哈密的缘分在不停地延续。
3月 21日，位于哈密市的新疆首条 50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开始架设首段导线，这
是哈密南－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的配套工程。

通过这个工程，哈密地区丰富的煤电
和风电资源就可以直接输往中原大地，河
南与新疆的发展紧密相连由此可见一斑。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特高压线路，又被形
象地称为“电力丝绸之路”。

2010年 11月 20日 8时零 5分，一架南
航波音 737飞机从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起飞，沿古丝绸之路，于当日 11时 20分降
落在新疆哈密机场，郑州至乌鲁木齐、经停
哈密航班顺利实现首航。

郑州至哈密航线的开通结束了哈密机
场无内地航班的历史，大大促进了哈密地
区与内地的联系。古丝绸之路的联系和作
用再次得以升级。

哈密，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要地，与古
丝绸之路的另一节点——中原大地联袂上
演着发展与进步的时代新剧。①1

□本报记者 杨万东 尹海涛

“古缯国里产丝绸，博望得名博望侯。”站
在“张骞封侯地”石碑前，从事 20多年文物研
究的方城县文物局局长李迎年，如此追溯河
南与丝绸之路的渊源。

缯，《辞海》解为“丝织物总称”；“缯国”，
约 4000年前夏王少康次子封地——今南阳方
城境内。同在其境内的博望，则是 2100多年
前，两度出使中亚的汉使张骞封侯地。“河南与

‘丝绸之路’有不解之缘。”李迎年说，方城出土
的纺轮、蒸器甑以及发现的岩书岩画，见证了
古缯国丝织文明，而早期丝路贸易的代表性商
品，就是缯絮。“‘丝绸之路’以丝绸命名，就是
因为先有缯国再有缯絮最终演化成丝绸。”

在南阳汉画馆，陈列有大量汉画像石和
具有中亚人特征的音乐、杂耍陶俑，“丝路巡
行图”汉人与中亚人的载歌载舞，“阉牛图”、

“驯象图”等的生动场景，无不显现当时河南
与中亚的紧密联系。

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时提出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对河南与丝绸
之路研究情有独钟的南阳市鸭河工区管委会
书记白振国兴奋异常，他向省委提建议，希望
河南尽早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日前，他
又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河南改革开放”为
主题，发表多篇文章，积极为当地融入“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言献策。
“往来中原和西域的驼背上，不仅有咱河

南的丝绸和铁器，还承载着文化和精神。”白振
国说，“丝绸之路体现了一种商业文明和走向
世界的开放心态。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
路’构成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大格局，也会让河
南、让南阳的区位优势得以发挥。”

着力打造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市的南阳，
传承了古丝路的精神财富，也充分利用郑州
航空港、郑欧国际货运班列等交通、物流优势，
积极参与其中。据南阳市发改委、商务局提供
的信息显示，南阳在保持和开发欧美传统市场
的同时，近年来拓展了中东、东欧和独联体等
新兴市场，出口业务也由传统农副产品向机
电、高新技术、医药等众多领域拓展，贸易出口
达 135个国家和地区。以“玉雕之乡”闻名的
镇平，还以地毯、挂毯出口创汇；去年，西峡香
菇出口货值 4.5亿美元，居我省农产品出口之
首；淅川一家民营企业，更以大手笔收购欧洲
最大的汽车减振器公司（Way Assauto）。同
样，来自中亚的原油、天然气也在南阳汇聚，使
当地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加工基地。

“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作为传
统农业大市，目前南阳享受的国家战略层面
的政策并不多，但交通和资源等优势明显。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施，生机勃发的
古城南阳迎来了新的机遇。①2

古缯国 新机遇

丝绸之路的河南印记·哈密篇

河南要创造升级版“丝

绸”，打造“丝绸”集散平台。

——

“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发挥不可或缺
的作用，河南必须要拿出独具魅力的‘当代版
丝绸’，制造出不可代替的东西，同时要努力
打造‘丝绸’集散的平台。”新华每日电讯原总
编辑解国记开宗明义。

在这一资深媒体人看来，主动融入丝绸
之路经济带，对河南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发
展机遇。但打铁还需自身硬，“首要的是展示
与其他省份不同的魅力，取得不可替代的地
位，才能使得融入具有真正价值”。解国记所
说的“当代版丝绸”，也即古代丝绸、茶叶、瓷
器的升级版，是具有现代魅力的特色产品。

“历史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时候，是将丝绸、
茶叶、瓷器等从中国运送到欧洲去。为什么用
丝绸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解国记说：

“只有让对方没有的东西走出去，才有意义。”
他回顾 2000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横贯中

原、中亚、西亚和欧洲，古道上商队络绎不绝，丝
绸与瓷器等一起，成为当时东方文明的象征。

“要想在如今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环境
下，形成在中亚、西亚和欧洲都能站得住脚的
优势，需要创新创造，独辟蹊径，拿出别人没
有的东西。如果只能提供别人都有的产品，
而靠价格优势去输出，那就意义不大了。”解
国记说，“所以，河南只有制造出‘当代版丝
绸’，才会拥有自己独有的优势。”

在他看来，要制造“当代版丝绸”，打造“丝
绸、茶叶、瓷器”的升级版，河南完备的工业体
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已为之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这些优势要充分利用起来，利用好。”

河南着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让解国记
很感兴趣。180个产业集聚区，各围绕一个或
两个主导产业，着力拉长链条，研发高端产

品，在国内、甚至国际市场抢占着越来越大的
份额。经过 5年多的持续努力，如今，产业集
聚区在中原大地上灿若星辰，已成为了河南
经济增长的主战场。

“过去我们用来做饭的锅，大家都感觉德
国的产品质量好。但去年我在‘走转改’采访
活动中，到平顶山郏县一看，这里生产的锅质
量完全可与之媲美，已经走出了国门。”他举
例说，“洛阳的矿山机械制造、漯河的食品加
工、郑州的三全速冻食品和宇通汽车、焦作的
风神轮胎等，均已进入了国际大市场。”

“河南要真正融入经济带，还必须在发挥
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先进、更强大的
技术和产品。”解国记举例说，“像余额宝就是
一个‘当代版丝绸’。如果河南搞出一个类似
的产品，那自然就能把别人吸引过来，融入也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文化产品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文化输出
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好东西。”解国记还特意提
出了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比如河南的‘禅宗
少林’就是创意非常好的‘当代版丝绸’”。

如果短时间提供不了更多的“当代版丝
绸”怎么办？解国记说这也不怕，“打造好‘丝
绸’的集散平台也是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要途径”。

“调到北京工作后，我去了一趟河北‘箱
包特色产业出口基地’——白沟，发现这里竟
然不是作为箱包的原产地，而是以箱包销售
的集散地闻名于世。”解国记说，“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启示。我们在努力制造‘当代版丝绸’
的同时，也要努力把郑州打造成一个‘丝绸’
产品集散的大平台。”

“河南已完全具备条件，特别是天然的区

位和便捷的高速公路、铁路交通，快速崛起的
空中运输也是很大的优势，这些都大大提升
了郑州作为枢纽向周边辐射和吸纳的能力。”
2013 年 7 月郑欧班列的开通，和今年年初首
列返程班列的启程，让解国记更加看好在郑
州建设集散大平台。“我了解了一下，其他一
些省、市也开通了班列，有的时间比河南还
早，但运行情况比不上河南。原因在哪里？
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天然优势，使得货
物在这里集散更快捷、更合理。”

“我看了很多资料，过去咱们输送出去了
丝绸、陶瓷等，但我们的好多东西和技术也是
沿着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像西红柿、石榴、菠
菜等，包括牛的阉割技术。”解国记说，“现在
也必须对等双向交流才有意义，那样才能在
郑州真正形成集与散，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集散平台与枢纽。”

他就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分析
说，路和带是有区别的。“路是用来走的，一走
而过，而经济带上则要形成固定的制造、销售
场所和枢纽，具有成长性，所以郑州也完全可
能成为经济带上一个固定的枢纽，进而成为
一个‘当代版丝绸’集散的大平台，这是其他
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西安有特点和优势，但在交通物流方

面，郑州的优势要更加突出一些。”解国记认
为，“与西部省份和中亚国家相比，河南在一
些领域还拥有技术优势，比如农业、文化等方
面，从而为河南扩大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各
地的合作形成了天然的互补，而这些对打造
郑州这个集散平台都十分有利。”

从中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到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再到当下积极融入丝绸之路
经济带，河南持续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解国记
始终在关注与思考：“河南已有了国家战略下的
发展目标和实际助力，关键是要考虑如何让这
些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起凝成推动河南
快速发展的巨大合力”，“必须首先理清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其他战略是纽带关系、平行关系，
还是传承关系，理清这些关系，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棋子摆放更准，才能都用好”。他提醒，
切不能光凑热闹，光喊口号，这样会适得其反。

解国记建议说，当前河南应该认认真真
做的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批负责任的专家、学
者和决策部门的负责人，沿着丝绸之路好好
进行一次调研，深入了解一下哪些是河南真
正独有的优势，又有哪些地方和别人还有差
距，“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相信河南会抓住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机遇，取得更好更大发展。”解国记祝愿说。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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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 ——习近平习近平

河南哈密一家亲

哈郑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成为连接西部与中原地区的“电力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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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在河南·南阳篇

【解国记，新华每日电讯原总编辑、
党组书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曾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新华社黑
龙江分社社长】

打造“当代版丝绸”和集散大平台
——解国记谈河南如何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本报记者 龚砚庆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陈伊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