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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毅 之（1907—1955)，男 ，汉
族 ，河 南 省 新 乡 县 人 。 李 毅 之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
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 2
月 15日，日军进逼新乡近郊，李毅
之、许雏生等集合新乡、获嘉、辉县
三县学生和青年农民近百人，组成
一支抗日武装队伍，3月正式命名
为平汉抗日游击支队，李毅之任司
令员。平汉支队利用熟悉的山区、
丘陵地形，巧妙周旋打击敌人，配
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开展破袭战。
1939年 2月，平汉支队编入八路军
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赵
基梅谭甫仁支队）。李毅之先后任
赵谭支队民运股长、冀鲁豫军区新

三旅民运科副科长、八路军一一五
师教七旅统战科长。1943 年 1 月
他调任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秘
书长，圆满完成护送刘少奇、陈毅
等高级领导干部通过封锁线的任
务，保证地下交通线的畅通。1945
年 4月他调到太行行政公署第七专
署，先后任副专员、代专员、专员。
1948 年 11 月，他任第五专署专员
兼任新乡市长，成为新乡市的第一
任市长。1949 年 9 月他担任新成
立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副厅
长，后任省委委员、省农林水办公
室主任等职，为湖南的水利发展做
出重大贡献。1955年 11月 17日，
他因病逝世，享年 48岁。③10

本报讯（记者董 娉）8月 25日
上午 8:30，南航—架波音 737-800
型飞机顺利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起
飞，直飞日本东京。这条航线的开
通，填补了我省飞往日本首都东京
的航线空白，成为中部五省首条直
飞东京的定期客运航线，也是南航
河南航空有限公司开通的第十二条
国际和地区航线，预示着郑州机场
国际航线网络的日趋完善。

据悉，此次开通的郑州—东京
直飞国际航线，由 737-800型飞机
执飞，每周二、四、六执行，航班号

为 CZ8383/4，时刻为 8 时 30 分从
郑州起飞，12 时 20 分到达日本东
京，13时 30分从日本东京返回，17
时 35 分回到郑州。开航初期，南
航河南航空推出提前 3 天购买郑
州至东京往返机票，散客票价最低
优惠至 1500元（不含税费）。郑州
至东京单程全票价 10100元，往返
全票价 15800元（不含税费）。

之前，河南的旅客前往东京，通
常经北京、上海或大连等地中转。
直飞航线的开通，旅途时间将由最
短12小时左右缩短到4小时。③8

本报讯 （记者董 娉）8 月 25
日，记者从郑州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旅客，郑州
地铁将再次发行计次票，最高优惠
每次 2.5元，在全线 20个车站客服
中心均可以购买。

本次发售的计次票有三种，票
卡种类分别是：36 次卡，售价 100

元/张，开卡后 30 天内有效；56 次
卡，售价 150元/张，开卡后 45天内
有效；80 次卡，售价 200 元/张，开
卡后 60 天内有效。每张卡片需
在发售后 3个月内完成开卡（在地
铁 闸 机 首 次 刷 卡 使 用 即 完 成 开
卡）。使用完毕或超过有效期不进
行回收，乘客可留作纪念。③7

本报讯 （记者董 娉）8 月 25
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
年抗战胜利 70周年小长假期间（9
月 3日～5日），全省 7座以下小型
客车高速不免费。

据悉，与“清明”、“五一”小长
假不同，今年国务院首次发布了关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日调休放假
的通知。而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
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
费实施方案》，抗战胜利 70周年不
属于 4 个免费通行的重要节假日

（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
因此车主上高速仍需正常缴费通
行。③8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8月 25
日，由省气象局承办的“75·8”暴雨
洪水 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
行，省内外专家深入研讨如何提高
气象防灾减灾能力。

1975年 8月初，受“7503”号登
陆台风影响，我省中南部发生了历
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水，造成板
桥、石漫滩 2座大型水库，2座中型
水库和 58 座小型水库垮坝，淹没
面积达 1.2万平方公里，驻马店、许
昌、漯河、平顶山、南阳 5 个地区
1015万人受灾，灾情震惊中外。

“75·8”特大暴雨洪水灾害暴

露出气象监测预报能力的薄弱，也
极大刺激了我国暴雨预报科学研
究的发展。目前全国已经建立了
立体化综合气象监测网，气象灾害
的监测水平、精度、效率得到极大
提升，过去 5 年，全国因气象灾害
造成的经济损失占 GDP的比例由
1.2%降至 0.6%。

多位与会专家强调，河南位于
南北气候过渡带，气象灾害种类
多、危害重、影响大，虽然当前气象
预报、防汛抗洪能力已获得极大提
高，但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
力仍需进一步加强。③6

本报讯 （记者赵春喜 温小娟）8 月 25
日，商水县烈士陵园灵堂内庄严肃穆，英勇
牺牲的消防战士訾青海的追悼会在这里举
行。家乡父老怀着沉痛的心情，早早赶来送
别英雄最后一程。

上午 10时 30分，追悼会在集体默哀中
开始。许多人低头默默抹泪，低沉的哀乐
诉说着家乡人对英雄的无尽思念。“商水人
民的好儿子——訾青海”等条幅挂满现场。

今年刚满 20 岁的訾青海是商水县舒
庄乡訾楼村人，2013 年应征入伍，成为天
津一名公安消防战士。在天津港“8·12”
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他挺身而出，临危
不惧，为保护国家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生命壮歌。

“英雄已逝，浩气长存。”天津市公安消
防总队武清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会刚在致悼

词时，对訾青海入伍两年来的优秀表现给予
了这样评价：年轻的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
民军队的宗旨，诠释了当代军人的核心价值
观，展现了新时代公安消防部队的精神风
貌，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商水县民政局局长刘万华宣读了公安
部关于追认訾青海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
金质纪念章的决定。随后，4名少先队员为
烈士遗像敬献了鲜花。

送别的人群中，除了訾青海生前天津市
公安消防总队的领导、战友，还有河南省消
防总队，周口市政府、军分区、消防支队及商
水县四大班子领导，也有新乡职业技术学校
的校友，家乡的亲戚、老乡，以及自发赶来的
家乡群众。

追悼会结束后，烈士訾青海的骨灰被安
葬在商水县烈士陵园。③6

本报讯 （记者龚砚庆 温小娟）8 月 24
日上午，在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
中牺牲的李远航烈士安葬仪式和追悼会在
漯河临颍县烈士陵园举行，来自当地消防部
队的 30 余名官兵，千余名群众自发到烈士
陵园送英雄最后一程。

上午 9时 20分左右，灵车载着李远航的
骨灰和遗像，缓缓离开龚庄，驶向数十里外
的临颍县烈士陵园。

上午 10 时许，李远航骨灰安放仪式在
摆满花圈的革命英雄纪念碑前隆重举行。
天津消防总队领导宣读了公安部政治部关
于批准李远航为革命烈士、一等功臣，颁发
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的决定。

“李远航，1994年 6月 5日出生于临颍县
龚庄村，2013年 9月入伍，生前为天津市公安
消防总队开发支队特勤中队上等兵战斗员。

在天津‘8·12’爆炸事故中，李远航作为增援部
队的头车供水员，视灾情为命令，不怕牺牲，
勇往直前，顽强拼搏，以高昂的士气、旺盛的
斗志投入到抢险救援战斗之中，但现场危化
品集装箱突然发生剧烈爆炸，他和战友们猝
不及防，壮烈牺牲，距离他退伍仅剩11天。”现
场驻足的群众听着李远航的事迹纷纷落泪。

坚持来到现场送孙子李远航最后一程
的老人李水成，始终目视着孙子的骨灰盒，
静默不语。他在得知孙子牺牲的消息时，为
孙子写了一首诗：李花绽放祭忠魂，远赴滨
海贯长虹；航行万里终须归，烈士青史留美
名。国丧卫士扬正气，我失骄孙泪沾襟；总
理鞠躬悼英雄，激励万民奔前程。

“我们将按照在漯河牺牲消防烈士的标
准对李远航家庭进行帮扶。”临颍县消防大
队教导员刘小治说。③6

本报讯 （记者吴 烨 通讯员王高鸿
张侃萌）8月 25日，灵宝市在大王镇贺村举
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暨抗日
战争纪念馆揭牌仪式。

抗日战争期间，灵宝是保卫西北战略
后方的重要门户，是抗日大会战的前线之
一。为抵御日军西进，抗战将士依托崤函
天险，先后组织了河南境内规模最大、最为
惨烈的“灵宝会战”、火山关战役等大型战
役。两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军西
进的企图，成功地保卫了西安、保卫了大西
北，为此 1万多名将士为国捐躯。

纪念馆所在的大王镇贺村位于灵宝市
东部，是远近闻名的英雄村庄。据介绍，该
纪念馆总投资 50余万元，占地面积 120平方
米，布展面积128平方米，共分中日灵宝大决
战、日军在灵宝的暴行、灵宝民众奋起抗日、
八路军挺进豫西、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勿忘
国耻，居安思危”六个部分。共展出图片200
余幅，文字 3万多字，实物 50余件，以图文并
茂的方式真实再现了保家卫国的烈士们的
英勇事迹和战争亲历者的详实回忆。③11

鹿邑县王皮溜镇王楼村种粮大户王法
争，这两天可高兴：处暑天气气温高，放眼望
去，几千亩流转田里的玉米齐刷刷一样高，
正可劲地长籽；160多亩的高效农业示范园，
套种的“朝天”小辣椒已早早地跟王守义集
团签了订单，不愁了销路。

规模种粮 土地生金
8月 23日上午，在王楼村农业气象科技

示范园，记者见到 59岁的王法争，一起走进
葡萄和辣椒种植基地，说起自己的种田经，
憨厚中透着精明的老王一套一套的：王楼村
是拥有 3000 多亩耕地的大村，加上周边的
小厂、马庄等村，形成成方连片的 1 万多亩
大方田，真是难见的好粮田。可惜，几年前
乡亲们纷纷外出打工，土地撂了荒。

作为村支书的王法争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一次他和镇党委书记高杰说起自己的苦
闷：“高书记，人总要吃粮吧，国家对粮食生产
这么重视，咱这里种粮条件这么好，乡亲们守
着金饭碗却出去讨生活，我心里不是滋味。”

高杰开玩笑地说：“你着急，我也着急

啊。王法争，都说你是能人，我们一起想想
法，争取争取。”高书记随后和他分析，王皮溜
是鹿邑耕地最多的乡镇，村庄稀少，土地连方
成片，最适合规模化种植，现在国家鼓励土地
流转，鼓励大户规模经营，规模经营才能降低
种田成本，才能增收，也能给乡亲们种粮保
底，解除后顾之忧。“只要你挑头，镇党委全力
支持。”高书记一席话，让王法争有了底气。

2013年春，王法争以每年每亩 800元承
包了王楼村 1000 亩农田。为交租金，他拿
出了全部积蓄，又借了十几万元债。王法争
一头扎进田里，每天早出晚归，雇用乡亲们
一起侍弄庄稼，他就不信种粮不挣钱。

2014 年，王法争种植的 1000 亩小麦加
上秋玉米纯收入达到 20多万元。尝到了甜
头，他干劲更大了，当年就购买了拖拉机、收
割机等一批农机具，注册成立了圆梦种植专
业合作社。

王法争说，如今他流转的土地扩大了，
粮食种植规模已达到 3000 多亩，加上合作
社托管的土地，总量已有 6000多亩。

当然，高书记的话没有落空，鹿邑县出
台财政奖补政策，王法争流转的耕地受益不
少，也被批为省高产创建万亩示范方。

保粮 还要致富
种粮挣钱了，王法争的步子更大了。机械

化耕作、集中收获，甚至打药也用上了小飞机。
农民的地流转了，有的人却闲了下来。

“我个人富了，也要把乡亲们都带起来！”王
法争没有忘记自己肩头的责任。

王法争瞄上了效益好、用工多的水果和蔬
菜种植。2014年，他与陕西杨凌集团合作建
成了 120亩的优质葡萄基地，又跟王守义集团
签订订单，发展了160多亩辣椒生产基地。

王法争的葡萄基地，按照杨凌集团的标
准采取标准化种植，当记者问到种植的葡萄
品种时，他面带笑容却有几分神秘地说：“这
两个品种都是引进的最新品种，将来都外

销，先保密吧。”
到王法争的圆梦种植专业合作社打工

的乡亲越来越多，王法争根据他们的年龄、
技术等情况，把他们分配到葡萄园、辣椒地、
玉米地等不同“车间”，用工 100多人。

王楼村农民赵兰英和老伴在圆梦种植专
业合作社上班，每人月工资就有 1800元，细
算下来全家一年收入比原来增长了近十倍。

“如今，像王法争这样的种粮大户和规模
种植户在鹿邑县越来越多了，仅王皮溜镇 50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就有 20多家。”高杰说。

把周边农民的土地进行流转，发展农业规
模经营，积极推广新技术，开展标准化生产，以
王法争为代表的一批鹿邑“双强”支书，带头走
出了一条科学种田致富的崭新路子。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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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西峡县宛西制药浓缩丸生产车间，工人们
正在加紧生产订单产品。该企业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工
程，成为全国最大的浓缩丸生产基地。⑤3 封 德 摄

91 岁的老兵张竹秀在抗战纪念馆参
观。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8月25日，清丰县大汉食品公司的工人在流水线上
分拣食材。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全部建成达产后，销
售收入将达到5.5亿元。⑤3 高崟人 王世冰 摄

8月25日，省高级人民法院豫法阳光新媒体工作室、
郑州惠济区法院的法官共同带着礼物，来到郑州瑞曼康
复训练中心，看望自闭症儿童。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抗战老兵谢谋俭，武陟县小董乡北王村人。1945年，他参加八
路军太行军区八分区所属沁河支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谢谋
俭所在的四十五团作为主力，参加了沁阳地区的对日战斗。

在解放战争中，谢谋俭先后参加了解放华北、解放华中南、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荣立个人二等功。1951年，他参
加抗美援朝。1955年，谢谋俭转业到邓县政府工作。1958年，思乡
心切的他回到阔别 13年的家乡武陟县。⑤3 杨 帆 摄影报道

▲8月 25日，抗战老兵谢谋俭给大学生讲抗战故事。

▶谢谋俭身穿挂满勋章的军装，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8月 25
日，豫沪产业转移合作系列对接活
动之后，我省首个省辖市开封市与
上海产业合作推介会在上海举行。

开封与上海的合作与交流由来
已久。上海具有技术、装备输出的
优势；开封作为河南老工业基地城
市，具有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政策
优势和环境优势。2012年以来，开
封市共引进 17个上海项目，总投资
达150亿元，14个项目建成投产。

与会的 200 多家上海客商表
示，将与开封市在装备制造、精细
化工、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和

汽车（电动车）及零部件、电子信
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进行合作。

推介会上，开封市人民政府
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了开封城市发展基金合作
框架协议，该项目总投资 130 亿
元；鼓楼区人民政府与五洲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签约了投资 60亿元
的五洲国际商贸博览城项目。

“希望通过此次合作，上海有
更多的产业转移、更多的资本注
入到开封，期待复制更多的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实现双方互补共
赢。”开封市市长侯红表示。③6

开封市（上海）产业
合作推介会举行

敬礼，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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