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孙静

四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友
曾约定，将来一起重回故地。如今两
人已过世，一个卧病在床。为了当年
的约定，87 岁的郑州老人朱文斌在
90后孙子朱哲的陪同下，踏上了圆梦
之旅。

7月 18日、19日，本报全程独家
报道的“河南‘90后’陪爷爷重走军旅
路”进入第二站，山西。

看八路军总部旧址，圆
老战友心愿

7月 18日，朱哲陪爷爷来到位于
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旧
址，“老战友李自强一直想来这里，这
算是帮他实现一个心愿吧。”

“以前老李总说，如果我们回来一
定要来这里看看。老李在晋察冀参加
的八路军，经常跟我说他当年抗日的
事儿。”87岁的老兵凝视着“八路军总
部旧址纪念馆”的牌子，跟朱哲说起战
友李自强的事。

走进旧址院落，历史的气息扑面
而来。1939年至 1940年，八路军总
部曾在此驻扎，朱德、彭德怀、左权
等在此运筹帷幄，创建了晋冀鲁豫、
晋绥、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路上，朱文斌不断叮嘱朱哲多
拍几张照片，“等我回去给老李看看，
他一定会高兴的。”

见一面定终身，相濡以沫60年

吴家窑，山西朔州的一个小镇，对
于老兵朱文斌来说，这是他重走军旅
路行程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站。“这是
我老伴儿的老家，当年我们在这儿认
识，转眼过去60年了。”

“我 17岁参军后 10年都没回过
家。1956年回乡探亲，我父亲说‘你
在老家找个媳妇吧，你在部队回不来，
媳妇还能回来’。当时有人介绍了你
奶奶，就见了一面。回部队之前问你
奶奶‘愿不愿意跟我走’，你奶奶就答
应了。”朱文斌回想起与老伴儿相识的
经历，笑容满面。

“奶奶你后悔过吗？”朱哲忍不住
问随行的奶奶。“后悔啥？抱怨过，他
有任务经常一出去一俩月。但他是部
队的人，我也能理解。”奶奶说。

“以前什么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
人。对待感情和婚姻，老人们比我们
这代人更懂得包容。”朱哲感叹说。

重回老宅，忆支前往事

“这个院里住过很多八路军，我岳
母是支前模范，经常收留伤员。有一
次，一个战士得了伤寒病，部队委托代
为照顾，岳母也不怕传染，尽心尽力照
顾三个月。过了十几年，这位战士还
专门回来感谢岳母。”19日，朱文斌陪
老伴儿回到她的老宅。

“八路军 27团也在这驻扎过，炊
事班就住这个院，岳母帮着给一个连
的 100多人做饭。一次，刚熬好一大
锅小米稀饭，部队就紧急出发了。岳
母发愁了，这一大锅稀饭咋办？吃也
吃不完，实在没办法就酿成了醋，一家
人足足吃了两年多。”朱文斌笑着说起
岳母的往事。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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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7月 19日，
第三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河南分赛暨第二届“创赢未来”全国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郑州
举行。

据介绍，本次大赛分为初创组和
成长组。初创组为产品原型或服务模
式已研发成型，具有成熟的商业计划
书，但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或已注
册未开始经营的创业项目；成长组为
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

年龄不超过 35周岁的在豫创业
青年；国内所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在校
生及毕业 5年内的大学生（含留学回
国大学生和高校教师带学生创业），均

可以个人名义或团队名义申报参赛项
目。需要注意的是，按要求，团队平均
年龄不能超过35周岁。从即日起至8
月10日，各参赛个人和团队可通过河
南共青团网站、金水区大学生创业网
站专题链接，进行报名。

本届大赛奖金丰厚，共设奖金
231万元，其中，成长组一等奖1名可
获得奖金50万元，初创组一等奖1名
可获得奖金10万元。同时，所有符合
条件的参赛项目均可申请入驻金水区
大学生创业园，分享金水区每年2000
万元的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享受免
费场地、重点资助、融资贷款、税费减
免等相关创业扶持政策。③4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7月19日
下午，电影《燕振昌》新闻发布会暨
开机仪式在许昌市许都大剧院举行，
该片将艺术展示燕振昌平凡而伟大
的一生。

燕振昌生前为河南省长葛市
坡 胡 镇 水 磨 河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2014年 12月 12日，因操劳过度导
致心梗突发，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从 1970 年当选村支书开始，燕振
昌写了94本、8000多页、100多万
字的日记，见证了水磨河村脱贫致
富的艰辛历程，凝聚着一位共产党
员的一片丹心。中宣部授予燕振
昌“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中组部确
定其为全国“两学一做”的优秀典
型。

电影《燕振昌》根据燕振昌生前
真实故事改编，影片以现实主义手
法，围绕幸福湖和寻找接班人两个
核心事件，艺术地再现了燕振昌44
年来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公仆情怀。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19日，
省公安厅通报全省查处黄标车和老旧
车情况，自7月1日全省公安机关开展
黄标车和老旧车淘汰治理工作以来，
截至7月 18日，全省共查扣黄标车和
老旧车7082辆，拆解注销1729辆。

据省公安厅通报，黄标车主要包
括七类车辆：2000年 7月 1日前登记
注册，燃料种类为汽油或燃气的小微
型载客汽车和微型货车；2001 年 10
月 1日前登记注册的，燃料为汽油或
燃气的轻型货车；2003年 7月 1日前
登记注册，燃料为汽油的重中型载货
汽车和大中型载客汽车；2001年 9月
1日前登记注册，燃料为燃气的中重
型载货汽车和中大型载客汽车；2008
年 7月 1日前登记注册的，燃料为柴
油的微小型载客汽车；2009年 7月 1
日前登记注册的，燃料为柴油的微轻
型载货汽车；2008年 7月 1日前登记

注册的，燃料为柴油的重中型载货汽
车（包含半挂牵引车）和中大型载客
汽车。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
全面开展黄标车查处工作，对所有黄
标车和老旧车逐一登记造册，核实档
案，建立台账，不漏一台车、不漏一个
驾驶人，对已经淘汰仍在道路上行驶
的黄标车、老旧车，车主要限时将车辆
送到指定地点报废拆解，对违反规定
依然上路行驶的黄标车辆，警方将依
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理。此外，各地交
警部门利用卡口等监控设备，对违规
进入限行、禁行区域的黄标车进行抓
拍识别。

当日起，省公安厅派出督导组开
展明察暗访，并对各地工作进展动态
考核，一日一通报，一周一讲评，确保
已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不再上路行
驶，切实改善我省环境空气质量。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月 16日，
记者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获悉，
目前，该集团正在筹建的“中原文化海
外发展中亚分中心”，今年有望在吉尔
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挂牌成立。
这是继2012年、2013年，中原文化海
外发展中心悉尼分中心和柏林分中心
先后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德国首都柏
林挂牌运营后，又一个推动我省实施

“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加快

推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充分发
挥文化外贸优势，率先实现成为对外
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并重的文化贸易
服务型知名品牌企业，成为我国同行
业和我省实施“文化走出去”发展的先
锋和窗口。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通过以传播中
华文化、中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原
文化海外发展中心项目，以及中华文

化“走出去”数字传播系统工程等项目
的实施，集中展示了优秀的中国文化，
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欧洲
藏中国文献数字出版工程”项目集录
欧洲14个国家所藏中国珍稀文献，具
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研究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历史和明清文化交流史具有
重要意义。

“中原文化海外发展中亚分中心
挂牌成立后，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产
品、特色工艺文化产品、茶文化产品及
文创艺术品等主题，精选中原文化、中
国旅游、武术健身、儿童阅读、美食烹
饪、中国茶道等方面的图书和音像制
品，每年定期举办中原文化阅读月、中
原文化精品展销等文化交流活动，以
非遗艺术品和书为媒，传播博大精深
的中原文化，架起中吉文化交流的桥
梁。”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③5

关注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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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陪爷爷
重走军旅路②

全省警方严查黄标车

不漏一台车 不漏一个驾驶人

电影《燕振昌》
在许昌开机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18日，记
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获悉，省政
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南省电网脱贫
专项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间，我省
将投入 406亿元资金，全面解决贫困
地区的供电短板问题。

按照要求，2016 年,提前完成兰
考、滑县电网改造任务；计划 2017年
脱贫的 10个贫困县电网改造任务上
半年完成；计划 2018年脱贫的 28个
贫困县电网改造任务提前一年完成。

聚焦全省贫困县的县城、产业集
聚区等,安排资金 299亿元(含 220千
伏电网投资63亿元),加快 110至 220

千伏变电站布点,完善10千伏网架结
构，实现 110千伏变电站覆盖所有产
业集聚区,10千伏主干线路互联率达
到 80%以上；聚焦全省 6492 个贫困
村,安排资金42亿元,力争 2017年实
现贫困村中每个自然村通动力电；安
排资金24亿元,为“十三五”期间34万
户、127万脱贫移民群众提供安全、可
靠的供电服务；安排资金 41亿元,完
成贫困县 29万眼农田机井通电设施
建设和改造任务；全面落实低保、五保
户每户每月 10千瓦时电量电费减免
政策,对新增的政策保障低保群众做
到电费应免尽免。③4

我省出台电网脱贫专项方案

406亿元提升贫困地区供电质量

第三届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河南分赛启动

231万元奖金等你来挑战

向海外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7月16日，在濮阳市海通乡的文信荷园里，盛开的荷花吸引了众多游客赏花游玩。近年来，该乡依靠万亩稻荷种植
优势，大力发展农业生态旅游，每年带动农民增收2亿元。⑨1 张套周 摄

万亩稻荷润心田

□本报记者 王平

近日，葛兰素史克公司在官网宣
布，希瑞适（人乳头状瘤病毒[16型和
18型]）获得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的上市许可，成为中国内地首个获
批的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同时，
国家食药监总局也在官网公布了这一
消息，新疫苗有望在明年年初上市。

那么，HPV 与宫颈癌是什么关
系？接种疫苗能否完全达到预防癌症
的效果？带着这些公众关注的话题，7
月 19日记者采访了河南省肿瘤医院
妇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敏。

宫颈癌多与HPV病毒有关

据统计数字显示，全球每年宫颈
癌新发病例近60万，死亡约30万例。
中国每年的新增宫颈癌病例占全球的
28%以上，是我国15岁至44岁女性中
第二大高发癌症，仅次于乳腺癌。

“在我省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
率排行中，宫颈癌均排名第七，同样是
妇科肿瘤中名列第二的高发癌症。”据
陈红敏介绍，研究证实，几乎所有的宫
颈癌都与HPV病毒相关。

HPV又称“人乳头瘤病毒”，主要
通过性传播，少数情况下会通过其他
接触渠道传播，在成年人中感染率较
高，几乎接近80%。“目前已知的HPV
病毒有 100多种，但大部分对人体健
康不存在威胁，可是有 14种 HPV病
毒被证实是导致宫颈癌的重要因素。”

陈红敏解释说。
“新获批上市的HPV疫苗为2价

疫苗，主要针对HPV16和HPV18这
两种病毒亚型，因为它们导致了70%
左右的宫颈癌病例。”据陈红敏介绍，除
此之外，目前国外市场以及中国香港
地区还有4价、9价预防宫颈癌的疫苗。

据了解，新的HPV疫苗采用3剂
免疫接种程序，即分为3次接种，完成
全程接种大约需要半年时间。

“9～25岁女性”是最有
效接种人群

此次审核的疫苗，在国内推荐是

“9～25岁女性”接种。为什么是这部
分人群？陈红敏解释说，这主要基于
国外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

“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来看，
目前接种HPV疫苗的国家的人群都
在 26岁以下，超过该年龄段的人群，
通过性传播等渠道感染HPV的比例
也较高，那么接种疫苗就不再是有效
的防治手段了，通常医生会建议做宫
颈癌筛查项目。”陈红敏说，预防宫颈
癌，越早接种疫苗，疾病预防的作用会
越大，适龄女性定期做宫颈癌筛查也
是防癌的好办法。

对于超出这个推荐的年龄段人群
该如何预防宫颈癌？陈红敏解释，若

确诊为没感染HPV病毒的女性，接种
疫苗都能起到预防作用；有性生活的
人群需要进行HPV筛查后，确诊没有
感染者才可以接种；没有性生活的人
群则无须进行筛查，可直接接种。

疫苗预防、常规预防都不能少

接种疫苗预防癌症，这无疑让癌
症这种“谈之色变”的疾病多了一道抵
御风险的“屏障”。但不少人也抱有侥
幸心理，认为“只要接种了疫苗，是不
是就可以彻底远离癌症的侵扰？”针对
这一问题，陈红敏认为，“接种疫苗并
非达到百分之百预防癌症的效果，即
便接种了疫苗，常规预防也不能少。”

“对于性生活不注意个人卫生、过
早生育、患有慢性宫颈炎等疾病的女
性，都是感染HPV病毒的高危人群，建
议这部分人群每年定期做妇科检查，
才能及时预防癌症的发生。”陈红敏说，

“在目前开展宫颈癌筛查项目的同时，
引入疫苗预防，重视常规预防，才能显
著降低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发生率。”

据了解，郑州市在2015年正式启
动适龄妇女（35～39岁）人类乳头状
瘤病毒（HPV）DNA免费筛查项目，使
适龄妇女重大疾病检查项目由原先的
宫颈癌、乳腺癌两项增加到3项。

对于公众关注的疫苗价格问题，
葛兰素史克内部高层人士在近期接受
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将探索创
新定价方式，以支持希瑞适纳入国家
计划免疫项目。”③4

预防宫颈癌疫苗获准进入我国内地市场——

疫苗防癌，你该知道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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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斌的老伴讲述老屋往事。⑨1 朱哲提供

87岁老兵的爱情

见一面定终身 相濡以沫60年

本报讯（记者 杨凌）7月 18日，记
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相约宇通 放飞梦想”2016金秋
助学项目即将启动，今年宇通公司计
划资助 100名贫困大学新生，每人资
助5000元。

作为宇通三大公益平台之一“展
翅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助学”
已连续开展 10年，为 1200余名怀揣
梦想的莘莘学子走进大学校园提供了
帮助。

据介绍，本次报名主要采取他人
推荐的方式，自荐者需有推荐人证明，
推荐人可以是邻居、老师、朋友及其他
了解被推荐人情况的人及机构。凡家
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或无基本
生活保障，在今年统一高考中，本科一
批、二批、三批录取的大学生，都属于
资助对象。品学兼优的孤儿、单亲家
庭子女、残疾学生、低保家庭子女及有
其他受灾、大病等困难情况家庭的子
女优先。③4

宇通启动2016金秋助学项目

有一名女性死于宫颈癌

即检查出一例新发病例平均

全球范围内每年约 新发病例
占全球 以上

第2-3剂间隔5个月

第1-2剂间隔1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