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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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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版编辑 高超

沿着长沙岳麓山羊肠小道拾
级而上，至麓山寺正门附近，一座
汉白玉方形碑塔立于眼前，青松翠
柏掩映下的“蒋公翊武之墓”六个
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清明时节，细雨纷飞，蒋公墓冢
四级平台的基座上，摆满了鲜花。
孙中山曾评价他：“辛亥武昌发难，
以公功为冠”。一代革命英烈的事
迹，供人凭吊、追慕和传颂。

蒋翊武（1885—1913），汉族，
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初名保勷，
字伯夔。我国近现代杰出的民族
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武昌首义的
主要组织、领导者。

蒋翊武少时勤奋好学，天资聪
颖，“为人豪爽，洒脱不拘，关心国事，
抱负非凡”。1901年，蒋翊武以优异
的成绩进入澧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学
习。1903年，进入常德西路师范学
校学习。少年蒋翊武广泛“搜求披
阅”革命书报，了解国内外发展趋势，
思考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积极投身
学运和青年革命活动。

1904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
蒋翊武积极参与密谋，并与刘复基、
梅景鸿等一道加入华兴会，配合副
会长宋教仁在常德联系学界、会党、
巡防营士兵等，集结力量，以谋响
应。后事泄失败，被学校开除学籍。

组织辛亥武昌起义，是蒋翊武
革命一生最突出的贡献。1909
年，蒋翊武投入湖北新军后，发起
组建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会员，
聚结力量，完成宣传、组织、军事准
备。1911 年夏，他积极促成文学
社与共进会联合，担任文学社社
长，被推举为武昌首义总指挥。起
义前夕，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孙武
在汉口试制炸弹失事，武汉军警大
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相当危急，蒋
翊武以总司令名下达起义的十道作
战命令，促使起义在仓促爆发的情
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其后，他又
积极襄助莅临武汉指挥的民军总司
令黄兴。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危
受命，任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坐镇指
挥，在武昌保卫战中“却强敌，守危
城”，牵制了北洋军阀的精锐兵力，
有力支持了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蒋翊武不
以“首义功臣”自居，创办《民心
报》，监督政治、关注民生。1913
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后，
蒋翊武义愤填膺，奋起抗袁，首倡

“二次革命”，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

抚使，以“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
南”自任，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
袁。后遭袁通缉，被迫亡命出走，8
月 29日路经广西全州时被捕，对
袁世凯的劝降利诱，坚强不受，9月
9日，在广西桂林英勇就义。

1916年 7月，蒋翊武的灵柩归
葬湖南岳麓山之“蒋公亭”。1921
年 12月，孙中山北伐督师桂林时，
又下令在丽泽门外竖立蒋翊武纪念
碑，并亲笔题写“开国元勋蒋翊武先
生就义处”碑文，署“孙文敬题”小楷
和印章，以示敬重。碑的两侧及背
面镌凿孙中山嘱胡汉民撰写的翊武
先生革命事迹。

历经百年风雨，蒋公的后人成
长为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国家干
部、新闻工作者、人民教师，更多的
是普通劳动者，不少成为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他们以先贤为榜样，
传承家风，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家风
文化，最集中的表现是：强烈的爱国
主义精神、鲜明的民族大义、昂扬向
上的进取姿态、艰苦朴素的作风，低
调务实不事张扬、默行大德埋头苦
干。蒋公的侄女蒋宗英牺牲在抗美
援朝的前线，可谓“一门两忠烈”。

如今走进澧县大地，随处可感
受到翊武之精神。蒋公家乡澧县已
于2017年8月建成家规家训博物馆
并正式对外免费开放，介绍古代先
贤的传世规训和古今遵家训、重家
规、立德成才的优秀典范，展示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和澧
州先贤忠贞、德孝、廉勤的不朽风范。

澧县县委、县政府还大力弘扬
蒋翊武思想精神，将县城唯一的影
剧院命名为翊武剧院；最大的公园
命名为翊武公园，园内塑有高 5.5
米、重约 60吨的大型蒋翊武红色
花岗岩雕像，公园目前成为该县一
个文化地标；一条横贯东西的城区
主干道命名为翊武路。

（新华社长沙4月11日电）

“首义功臣”——蒋翊武

4月11日，
在郑州文庙，
120名学子合
奏古乐。当日，
郑州文庙联合
先锋教育千余
名师生举行祭
祀礼仪、传统乐
舞等展演，传承
发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⑨3
本报记者 聂
冬晗 摄

蒋翊武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王绿扬

在科技部刚刚认定的 2017 年度
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名单上，河南
有3家中心名列其中。

目前，我省共有16家国家级国际
联合研究中心和164家省级国际联合
实验室。如果说，一家国际科技合作平
台是一座创新之桥，那么，由180家国
际科技合作平台组成的“桥网”，正在推
动河南加速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这是我省全方位开放的一个缩
影。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近年
来，我省凭借丰富的文化、教育、科技、
医疗等资源，与世界展开“对话”、深入
合作，奏响了新时代的独特华章。

人文相融 民心相通
今年春节期间，我省组派8个团组，

分赴卢森堡、美国、俄罗斯等13个国家，
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演出52场次，让各国
人民领略了极富中原特色的文化大餐；
去年7月，第四届“青年汉学家研修计
划”郑州班开班，来自28个国家的31名
青年汉学家在我省进行了为期3周的研

修，近距离感受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无论是在古丝绸之路还是当今河

南的对外开放中，文化交流互鉴从不
缺失。如今，河南与世界各国的文化
交流越来越频繁，独具中原特色的文
化活动在许多国家遍地开花。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
富。我省在向世界展示文化成果的同
时，也积极引进海外优秀文化艺术，通
过“嵩山论坛”“海外艺术进校园”等品
牌文化活动，拓宽河南民众的知识视
野和欣赏水平。

不仅在文化领域，河南与世界各
国的教育合作近年来同样蓬勃发展。

2016年 7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洛杉矶分校宣布将与我省合作共建
大学。未来，河南考生在家门口就能

“留学”全球一流名校。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我省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长，出
国留学、互派交流、合作办学项目也在

逐年增加。截至目前，全省高校与国
外院校合作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达240个。

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原文化，自
2004年承担孔子学院总部教师志愿者
选派工作后，我省已向美国、泰国等国
家派遣汉语教师志愿者2000余人。

走出去、引进来，人才的流动让区
域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为开放的河南
增添了强劲动力。

携手合作 共享共赢
挂号费每人 50元至 200元不等，

每位专家为病人看病的时间不少于15
分钟……近日，依托河南省人民医院建
立的河南省国际医疗中心正式启用。

近年来，全省医疗卫生领域对外开
放步伐加快。2017年，全省卫生计生系
统新签招商引资项目39个，签约引入资
金269.72亿元，建成中美（河南）荷美尔
肿瘤研究院、省人民医院梅奥国际中原

中心等多个重点合作项目，让中原百姓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国际顶级医疗服务。

与此同时，我省援外医疗事业方
兴未艾。自 1973年起，我省先后向 3
个受援国派遣53批医疗队、1069名医
疗队员，为受援国群众诊治 680万人
次；去年8月，省人民医院援助埃塞俄
比亚病理远程会诊中心正式上线，远
在非洲的患者不用漂洋过海就能享受
到我省专家“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凭借技术和实力，河南“走出去”
的脚步稳健有力。高层次、多形式、宽
领域的科技合作，更令加速创新中的
河南自信满满。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近3年
来，我省围绕国际科技合作投入近1.2
亿元，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合作重
大专项，极大提升了科技对全省产业
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

“当前，我省正以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为龙头，以‘四个一批’为核
心，优化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布局，争创
国家级国际创新园，提升我省国际科技
合作的层次和能力，为建设创新型省份
提供有力支撑。”该负责人说。③3

对话与交融 谱写开放新篇章
河南全球推介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刘象乾）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戊戌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如约举行。4
月11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目前
拜祖大典的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

在黄帝故里景区汉阙东侧，竖立
着“戊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电子
倒计时牌。景区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
做着各项筹备工作，有的忙着粉饰墙
体，有的忙着内部整修，有的忙着美
化环境，有的则忙着维修路灯和景
柱……大典现场渐渐亮出“新颜值”。

目前，大典现场主背景板、高机位
台子、4个大屏幕、主持人采访台、媒
体用房主体搭建工作已经完成，正在
进行装饰；祈福树及祈福台的主体搭
建工作已经完成，现场所需的工作人
员和1300名志愿者已经抽调到位、组
织培训，景区内部已进行二次深度保
洁。大典九项议程详解图册开始印

制，拜祖文已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审定，组委会正在
制作拜祖文竹简和礼盒。

黄帝故里新郑的大街小巷处处洋
溢着喜迎四海宾朋“回家”的浓厚氛
围。轩辕丘11米峰、17米峰堆建、绿
化已经完成。为提升绿亮净美的环
境，新郑市开展了迎宾路精品街、接旨
胡同特色商业街等系列精品街打造工
程，并对迎亲线路、园区周边、城乡接合
部等重点区域进行了环境综合整治。

在文化交流方面，主题为“黄帝
文化与新时代”的第十二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正有序筹备，已邀请到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郦
波，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朱易安，
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朗读者》
《开学第一课》等名牌栏目总导演、制
片人田梅，国乐大师、著名琵琶演奏
家方锦龙等名家学者届时前来论道
演讲。③7

迎接四海宾朋“寻根问祖”

拜祖大典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月10日，郑万高铁跨越郑西高铁16500吨转体斜拉桥正在紧张施工。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国内最大横向偏心曲线转体斜拉桥，是郑万高铁关键控制性
工程。该桥采用“先建后转”方式施工，目前正在进行中塔柱第9节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转体。⑨3 聂冬晗 曹文方 摄

□本报记者 孙静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
经贸活动，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已成为河南吸引省外、境外资
金及知名企业投资兴业的最佳平
台。截至目前，本届投洽会已征集审
核321个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达4399
亿元。这些项目中哪些产业占比较
大？又有哪些大项目即将花落河
南？4月11日，记者采访了省商务厅
相关人士。

本届投洽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告诉记者，本次
拟签约的321个项目，合同利用外资
达 3804.04 亿元。按照行业领域划
分，先进制造业和高成长性服务业占

比最大，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有198
个，投资总额达 2322.1亿元；高成长
性服务业项目有 113 个，投资总额
1996.51亿元。“这其中，又以现代物
流业、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加工、高
新技术等产业为主。”

在张延明看来，先进制造业是我
省产业的发展优势，现代服务业符合
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两个
产业的高比重与我省发展实际相
符。“这也符合今年投洽会的招商原

则，规模服从质量，更加务实，也更有
针对性。”

记者梳理发现，在拟签约项目
中，一批“大个头”项目格外引人注
目。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王卫红介
绍说，在本次 321个拟签约项目中，
投资金额超过 50亿元以上（包含 50
亿元）的项目有 17 个，投资总额达
2045 亿元，合同利用外来资金达
1563亿元。

“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上报的签约项目为例，仅惠科股份有
限公司在该区合资建设的惠科11代
液晶面板这一个项目，投资总额就达
400亿元，无论是投资额，还是项目全
部落地以后为港区带来的就业机会、
产业价值和行业影响力，都是真正意
义上的‘大个头’项目。”王卫红说。

此外，投资金额比较大的项目还
有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拟在伊川
县独资建设的铝深加工项目，投资总
额210亿元；深圳天安数码集团拟在
郑州高新区独资建设的天安数码城

“天安 I谷”项目，投资总额175亿元；
亚太中商控股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
企业成长研究中心拟在巩义市合作
建设的“浙江大学科技产业园区”项
目，投资总额155亿元等。③3

本届投洽会

先进制造业高成长性服务业“唱主角”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
存涛）4月 11日，从国务院食品安全
委员会传来喜讯，在 2017年食品安
全工作评议考核中，河南省政府以高
出各地平均分 5.9分的好成绩，位列
全国省级政府第三位，受到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点赞”。

根据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
法和2017年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方案，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督查
组实地检查、省政府自评、国务院相

关部门复核、反馈确认和综合评议的
基础上，经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审
定，河南省政府 2017年食品安全工
作评议考核获得98.3分(各地平均分
为 92.4 分)，考核等次为 A 级。国务
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在通报中指出，浙
江、广东、河南等12个省（区、市）人民
政府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效果比较显
著，取得的成绩比较突出，予以通报
表扬。

2017年，省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

全工作，认真落实组织领导责任、监
督管理责任、能力建设责任、安全保
障责任，保持了全省食品安全形势稳
中向好，全年未发生重特大食品安全
事故，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保障水平
得到提升。

据了解，我省在食品安全省建
设、12331投诉举报工作、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查办案件、构建打击网络经营
兽药违法犯罪长效机制、食品专职检
查员制度试点等方面的有益探索得

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在省委主要
负责同志召集会议、出台落实党政同
责要求的文件、农产品质量安全整治
和监督抽查、省级粮食质量安全监
测、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行政复议、
参与法规规章和重大政策制定修订、
食品检查员队伍建设、肉类蔬菜等重
要产品追溯体系管理平台建设等方
面积极开展工作，这些在国务院食品
安全委员会评议考核中均得到充分
肯定。③5

2017全国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河南位居省级政府第三位

第十二届2018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开放创新·合作共赢 距开幕还有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