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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走进繁花似锦、生机盎然的五月，我

们迎来了五四青年节，迎来了五四运动

99 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

我们向全省团员青年和广大青少年工作

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99年前的五四

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革命运动，拉开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自此，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

年，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高举“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旗帜，为争取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砥砺奋进，不懈奋

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青年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青春之自我，建青

春之政党，创青春之国家。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新一代中国青年坚持“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以自己的热血青春为共和国

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在改革开放的时代

大潮中，当代中国青年坚持“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以青春之激情和才智，

为奋进的中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今年恰逢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经历

百年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不断

彰显科学性和真理性，成为一代代革命先

烈的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

成果，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当代青年是

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用马

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真理之光照亮人生

之路，才能把准方向、行稳致远。

当前，河南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深入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推动中原更加出彩的目标一

步步向我们走来，是全体中原儿女的时

代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殷殷厚望

的：“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

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

河南青年当永葆理想信念的初心，把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人生的指路明灯，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定位导航的航标灯塔，坚定听党话、跟

党走，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做勇于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中成就青春。

河南青年当激扬奋发有为的决心，

保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立鸿鹄志、

做奋斗者，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

怕困难、勇于开拓，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

情，在奉献中追逐青春理想。

河南青年当秉持不断求索的真心，

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坚守正道、追

求真理，求真学问，悟真道理，练真本领，

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让勤

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河南青年当坚守接续奋斗的恒心，

知行合一，“干”字当头，保持和发扬艰苦

奋斗作风，兢兢业业，立足岗位作贡献，

一步一个脚印创造成绩，争做改革的促

进派、事业的实干家。

青春因信仰而绚丽，青春因担当而厚

重。广大青年朋友，让我们紧跟党走，用真

理之光照亮青春之路，以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奋斗，展现青春风采、实现青春抱负，让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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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一声汽笛长鸣，起身，手指向前方，进行
指令确认后，安春磊推动手柄，列车缓缓启
动……作为中欧班列（郑州至汉堡）接力长
跑的第一个持棒人，郑州机务段运用车间调
车司机安春磊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

2013年 7月 18日，首趟中欧班列（郑州
至汉堡）从郑州圃田站出发，司机就是安春
磊。“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们10点49分发车，
历时 50分钟，到达 20公里外的郑州北编组
场，换机车后由洛阳机务段的司机接力。”安
春磊对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从第1班到第
100班、第200班，再到连自己也数不清开了
多少班，中欧班列（郑州至汉堡）运行的背后
留下了安春磊年轻的身影。

2014年5月10日，一个让安春磊终生难
忘的日子。那一天，他担当了中欧班列（郑州
至汉堡）的牵引任务，并见到了来郑州国际陆
港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总书记的手温暖而
有力。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
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不负嘱
托，确保班列的安全正点。”

起初，班列是一个月一班。现在已实现
每周高频往返均衡开行。安春磊说，最多的
一天，他曾开行过三班。

班列把国内的机械配件、电子产品、模
具、服装等运往国外，同时也把国外的高档汽
车、精密仪器甚至飞机等运到国内。班次多、
货类全、价值高，这对驾驶机车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了做到连挂时钩响车不动、运行中集
装箱稳如泰山，安春磊苦练机车连挂与平稳
操纵技能。工作中，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他
从没出现过任何失误。

“我的工作岗位虽然普通，但每当女儿指
着超市货架上的进口商品问我‘爸爸，这是你
用火车拉回来的吗？’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无
比骄傲。”安春磊说。③6

□本报记者 卢松

“五一”刚过，李露便跟着团队来到北京，
参加即将举行的2018年世界残奥田径大奖
赛。“这是今年参加的第一场比赛，前期做了
很多辛苦训练，争取能有一个好的成绩。”5
月3日，李露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出生于 1994 年的李露，4 岁时和小伙
伴在村边玩耍，被窑厂的变压器电伤，左小
臂截肢。“小朋友们都用怪异的目光看我，
从小我就因为残疾而自卑。”谈起往事，李
露伤感地说，“夏天，别人穿短袖，我还要穿
着长袖。”

2009年 6月，正读小学六年级的李露被
邓州市残联选中，参加南阳市首届残疾人运
动会。她一鸣惊人，获得田径100米比赛冠
军，由此开启了出彩的体育人生。

从全省残疾人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
会，到亚洲青年残疾人运动会、残疾人奥运
会，一路走来，李露都取得了不俗成绩。
2016年里约残奥会，李露取得女子田径400
米T46级比赛冠军，不仅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增添一枚金牌，也成为我省残疾人运动员在
1996年亚特兰大残奥会获得一枚田径项目
金牌后，时隔20年再次登上残奥会田径项目
最高领奖台的运动员。

充满激情的体育比赛，让李露的人生
态度发生了改变。她从中收获了快乐和自
信，学会了坚强地面对一切，不仅夏天敢穿
短袖上大街了，还通过努力考上了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

“残疾的身躯虽然带来了生活上的不
便，但并不能阻挡我实现梦想的脚步。”李露
语气坚定地说，“我要努力战胜自我，超越自
我，勇攀高峰，在体育赛场上拼搏美丽人
生。”③7

□本报记者 刘一宁

“只要有图纸，再精密复杂的
零部件我也能把它生产出来。”5月
2日，在航空工业空空导弹研究
院，23岁的林春泷告诉记者，他只
要扫两眼就能记住图纸上零部件
的形状和尺寸。

比记忆力更惊人的，是林春
泷的“刀工”。数控操作对精度要
求很高，一般要求误差控制在
0.01毫米以内。林春泷说，他能
用事先编好的电脑程序对机床进
行控制，通过人工调试、切削加工
等，保证零部件的精度。

加工一个零部件，精度要达
到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难度
有多大？对“数控达人”林春泷来
说，这一点也不难。靠着掌握这
项顶尖加工技术，林春泷改写了
自己的人生。

林春泷是广东揭阳人。2012
年，林春泷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
院学习，在学校里找到了自己的
兴趣爱好。“每个零部件对我来说
都是一件工艺品。”林春泷说，在学
校就读机电一体化专业期间，他还
参加了计算机辅助设计培训，学习
了焊接、装配等一系列专业知识。

2015年，技术日臻成熟的林
春泷和队友一起远赴巴西圣保罗，
获得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团
队挑战赛总决赛冠军。

成为“蓝领冠军”后，林春泷加
入了航空工业空空导弹研究院。

“我所在的班组被称为‘航空鲁班’，
组长就是‘大国工匠’鲁宏勋。”林
春泷说，虽然得过大奖，但他还有很
多东西需要跟老师傅们学习。传承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中国制
造、中国智造添砖加瓦，已成为他
们年轻技工的自觉追求。③6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5月 2日，团省委、省青联联合下发
文件，授予王凡、叶蕾、李杨等 30名同志第 22届“河南青年五
四奖章”。

“河南青年五四奖章”是团省委、省青联授予河南优秀青年的
最高荣誉。此次评选活动旨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集中展示
新时代河南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
引导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崇尚实干、共同奋斗。经过前期申报、审
核、专家评审及社会公示，本届评选活动中，全省共有30人获此
殊荣。

团省委呼吁全省广大青年，要向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学习，坚
定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全省打好“四
张牌”和打赢“三大攻坚战”的生动实践中不懈努力，在“五个更
大”“五个更实”上下足功夫，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力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③6

真理之光照亮青春之路
——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

5 月 3 日，郑州市
公安局东风路分局的
辖区民警来到郑州轻
工业学院外教部，同外
籍教师举行联谊活动，
并向优秀青年外教献花
互动，大家共话友谊，
同迎五四青年节。⑨3
刘书亭 摄

第22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揭晓
安春磊：

我的班列
我的骄傲

李露：

拼搏人生
最精彩

林春泷：

“航空鲁班”新生代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存涛）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5月3日发布的最新通告显示，经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亳
州市沪谯药业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生产的4批次药品不合格。

通告指出，经南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亳州市沪谯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细辛（批号1704050382）不合格，不合格项
目为挥发油；标示为上海上药信谊厂有限公司生产的吡拉西坦片
（批号003161206）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性状。经洛阳市食品药
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亳州市济生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麸
炒苍术（批号170401）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水分。经许昌市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标示为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生
产的五加皮（批号16083001）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浸出物。

据悉，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要求相关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对抽检不合格药品采取查封、扣押、暂停销售等必要风险控制
措施，对检品来源单位依法进行查处。③6

□本报记者 温小娟

5月 2日，“河南考古”官方微博晒出的三维扫描汉墓现场，
已经引来数万网友关注；此前，该微博实时直播汉代陶仓发掘，
陶仓盛放的是两千年前的大米和小米，更是吸引了18万网友参
与讨论……如今，线上、线下多种形式跟公众互动已成我省文博
界常态。

“为什么考古现场的土层上要画一条一条的线？”“挖了一堆
破陶片、几段道路的考古,究竟有啥意义？”……4月22日，在河
南博物院举办的“2017年度河南考古新发现公众报告会”现场，
观众的提问让报告会的严肃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

河南作为文物考古大省，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
总数已达45项，位居全国首位。其中不少项目一面世便引起了
公众的极大兴趣。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表示，考古工作目的就是
保护地下文物，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和记忆，使民众共
享文物保护成果。举办此次公众考古报告会，就是为了让考古
走近公众，希望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国内不少考古项目都通过微博、微信
等平台及时发布考古新发现信息或直播考古现场，或让公众走
进发掘现场。以往神秘的考古学，正在悄悄走进我们的生活，而
其间蕴含的文化密码，也正待大家一同破解。

在公众考古方面，我省文物考古系统先行先试。早在2016
年 12月，首次试水官方微博直播考古发掘过程——历时约20
天微博直播了信阳城阳城址战国楚墓考古发掘。随后不久，
新郑郑国三号车马坑公众考古启动，这在河南考古界也属首
次，不少市民走进现场近距离体验了考古的乐趣。如今，“河南
考古”微博直播考古发掘、文物修复等已成常态。

“这些崭新的传播形式普及了文物保护知识，增强了公众对
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河南考古”微博平台负责人
周立刚博士说，“让文物活起来，让考古成果回馈社会，已经成为
考古行业的共识。在信息时代，要实现这一目标，新媒体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平台。”

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公众参与文物保护和考古活动的
意愿日趋强烈。“为此，我省已将‘中原考古博物院’建设项目纳入

‘十三五’规划，建成之后将考古历史、技术、方法、成果等通过参观
形式公开，让考古活动实现真正的公众化。”田凯透露。②40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健康扶贫，焦作再辟蹊径：在全市推
行“焦作市健康扶贫优诊证”就诊制度，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持“优
诊证”和身份证在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就医时，将更加便捷地
享受相应的健康扶贫政策。这是记者5月3日从焦作市卫生计
生委获得的信息。据悉，焦作也是全省首家推进“优诊证”就诊
制度的地市。

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一环。为做好健康扶贫工作，
焦作市先后实施了“先诊疗后付费”及“一站式”结算服务等政策
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卫生计生部门发现，由于这些政策按照要
求重点在县域内实施，但是有些大病、重病的诊断治疗仅仅依靠
县级医疗机构远程医疗会诊系统或市级医疗专家在县级医院坐
诊尚不能解决问题，需要转至市级医疗机构就医，这样就给患者
享受这些政策带来了不便。

为更好地贯彻健康扶贫“医疗服务定制”精神，使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大病、重病患者在市级医疗机构就医也能享受到省级、
市级的健康扶贫政策，该市卫生计生部门在充分论证、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在全省率先提出：从今年4月30日起，全面推行
健康扶贫“优诊证”就诊制度，即全市8598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在市级医疗机构就诊时，凭“优诊证”可享受免挂号费、免院内
会诊费和“先诊疗后付费”等健康扶贫政策。

“优诊证”上，除了有持证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电子健
康档案号码等信息并贴有本人照片外，还印有焦作市健康扶贫
政策、医疗费用各项优惠报销政策，以及各县（市、区）的健康扶
贫优惠措施。

“在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实行‘优诊证’就诊制度，不仅方
便贫困群众了解各项健康扶贫政策及医疗费用报销政策，更重
要的是让医务人员一接诊便能识别患者身份，通过电子健康档
案号随时了解患者健康信息，为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提供更好的
健康关怀。”焦作市卫生计生委有关人士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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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困群众送去健康“礼包”

焦作在全省
首推“优诊证”制度

我省通告4批次抽检不合格药品

公众与考古的距离有多远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5月 3日，濮阳市58到家家政培训中心内，学员正在认真

学习。该培训中心由濮阳市政府与58到家联合创办，可同时满
足500人的培训需求。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