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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领袖、黄埔奇才、国
共桥梁、北伐骁将……革命英烈蒋
先云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更是
光辉的一生。

位于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村
的蒋先云故居，作为湖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每到清明时节，社会
各界群众和中小学生自发前往悼
念这位革命英烈。

蒋 先 云（1902-1927），字 湘
耘，号巫山，湖南新田人，中国共产
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革命烈士、无
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领袖、军
事将领。

1917 年，蒋先云考入衡阳湖
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9 年，
蒋先云参加五四运动，在衡阳成立
湘南学生联合会，被选为总干事。
1921 年，蒋先云等发起成立进步
团体“心社”，宣传新文化。不久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2 年夏，蒋先云赴江西安
源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夜校教书
并参与筹建工人俱乐部，出任俱乐
部文书股长，和李立三、刘少奇等
一起领导了安源工人大罢工。同

年11月奉命到水口山矿区建立党
的组织和工人俱乐部，12月领导了
水口山矿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
利。

1924年5月，蒋先云入黄埔军
校第一期学习，任中共黄埔军校特
别支部书记。时任黄埔军校政治
部主任的周恩来赞其是“军校的高
材生”“是个将才”。军校毕业后，
蒋先云留校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5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蒋先云发起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
是该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参加东
征讨伐陈炯明和平定滇桂军阀杨
希闵、刘震寰叛乱。8月任国民革
命军第 1军第 3师第 7团党代表，
不久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

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后，
蒋先云退出国民党及第 1军。北
伐战争开始后，受党组织派遣任
北伐军总部秘书，兼补充团第5团
团长，参加了攻打九江、南昌等战
役。

1927 年初，蒋介石反革命阴
谋日益暴露，蒋先云毅然去武汉任
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
倡议成立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
同年 5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
北伐，蒋先云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
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兼党代表，
率部北上河南，5月28日在攻克临
颍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蒋先云牺牲后，周恩来在武昌
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当时中共中
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刊登了题
为《悼蒋先云同志》的悼词。徐向
前元帅称蒋先云“斗争坚决，作战
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
榜样”，并亲自为他题词：蒋先云烈
士永垂不朽。

（据新华社长沙5月3日电）

本报讯（记者 孙静）洛阳牡丹不
但吸引海内外游客来到河南观赏，

“往外走”的力度也越来越大。5月3
日，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洛阳去年
出口牡丹芍药种苗 50万株、鲜切花
150万枝，年出口创汇达1700万元。

“牡丹出口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郑州海
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洛阳牡
丹芍药种苗及鲜切花出口市场覆盖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东
等国家和地区。

据介绍，国内外每年需要牡丹鲜

切花数亿枝、盆栽牡丹 100万盆、牡
丹芍药种苗 2000万株以上，且以每
年10%以上的速度递增。

“因牡丹鲜切花对保鲜技术要求
非常严格，对投放市场的时效性要求
也极高，为帮助企业赢得先机，加快通
关速度，郑州海关也在不断创新监管
方式。”该负责人介绍，郑州海关简化
了牡丹出口备案注册程序，实现了备
案出口“零等待”；创新检疫监管模式，
提前派检疫人员到田间进行病虫害调
查，出口实施“即报即放”的监管放行
模式，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③3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徐松

“倾情家乡一捻土，不恋城市万两
金。”一群二十七八岁的大学生投身乡
村，扎根泥土，3年“种出”了一个果丰
苗壮的“大学生创业联盟”。

周口市郸城县的左明飞、侯善举、
左前磊从最艰苦的时候在被窝里育
苗，到现在研究出了能抗8级大风的大
棚安全专利技术，多次取得瓜果种植
技术创新突破。

驻马店市汝南县的王泽北主攻育
苗技术，每年培育瓜果、蔬菜等幼苗
300多万棵，辐射带动当地一大片。

郑州市张楠的种植基地主打彩虹
西瓜，目前发展到了30个温室，网上订
单供不应求。

平顶山市的范豪杰是曾经的“带头
大哥”，在产品经营、运输流通、行业技
术方面给予左明飞等人很大启发。

……
“大学生创业联盟”是22名毕业于

高校涉农专业的大学生在创业过程
中，为了总结经验、分享技术成果、交
流种植心得而成立的一个微信群。

他们的口号：一片黄土地、一群大
学生、一个农业梦、一起追幸福；他们

的愿景：当新型职业农民，做放心果
蔬，让更多的人加入保护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队伍中来。

他们的经历也大同小异：高校毕业
在城市打拼，然后回乡创业。虽在不同
的县市，但共同的梦想，帮助他们形成
了线上线下交流、销售的共同模式。

在郸城县汲水乡左桥村，左明飞
和小伙伴侯善举、左前磊在一片占地
17亩的几个大棚里，培育出了甜蜜果
实：“豫甜脆”甜瓜通透如白玉，“瓜之
宝”西瓜金瓤沙甜，“彩虹”系列西瓜晶
莹剔透、水分饱满……

侯善举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园艺，
他把瓜秧全都扶直立起来，瓜果全部悬
空，光合作用更均匀，品质也更好。

“我已经看到了，‘左盟主’，你的
这棚‘锦霞 8号’西瓜我订了，10天后
去采摘。”5月3日，盟友通过智能温室
视频系统看到左明飞大棚里的西瓜
后，第一时间就抢着下订单。

因为在微信群里比较活跃，左明飞
被大家戏称为“盟主”。在河南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教授马长生的指导下，三人种
出的优质高产白籽南瓜，单蔓单瓜亩产
2000个，单蔓双瓜能把每个瓜均匀控制
在3公斤以内。他们不但毫不吝啬地和

盟友分享种植技术，还把设计大棚的核
心技术教给盟友，每个季度，大学生创业
联盟成员都会在他们的大棚里聚上两三
次，研究市场、技术和新品种。

在他们返乡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也
曾多次失败，以致血本无归。在左明飞
等人创业最困难的时候，汲水乡通过土
地流转为他们提供土地保障，并请县农
科所、县农业局提供技术支持，乡亲们愿
意缓收土地租赁款，在干部群众共同帮
助下，他们慢慢走出困境。

今年，左明飞又流转近百亩土地，
创新设计了一个智能温室。“这个温室
会自动浇水、自动避风、自动呼吸。”左
明飞说。

摸索中，左明飞和伙伴们也成了
多面手。盖大棚的钢管加工厂做不出
来，他们自己动手变身钳工；每个大棚
里2000多棵瓜秧、每个季节2万多次
变换高度的细线是他们自己系的；生
物肥料、砂粒、土壤、有机肥配合搅拌，
他们又把自己搞得臭烘烘的；从育苗
到移栽再到苗壮果丰，每一滴水、每束
阳光都是精心调节的结果。

如今，“大学生创业联盟”从最初
的资金共享、技术共享、基地共创、成
果共享，到现在辐射带动普通群众加

入，从年初售苗、年中售果、年尾传授
技术，再加上培植基地、代建大棚、跟
踪服务，盟友们忙得不亦乐乎，年创经
济效益近千万元。

“我们的瓜种成功了，我们的联盟
成员也受益了，来年娶媳妇更有底气
了……”微信群里，左明飞打趣道。

“你们辐射带动贫困户就业创业，免
费向贫困户提供技术支持，找媳妇的事
儿，乡里会当好红娘，老大哥会替你们操
心。”微信群里，“老大哥”汲水乡乡长梁
辉的话，引来盟友们一片点赞。②40

□本报记者 郭海方

在临颍县黄龙湿地公园东侧，沿
黄龙渠南岸东行不远，一株苍劲古柏
旁，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巍然耸立，这便
是著名的北伐将领蒋先云烈士的英雄
碑。

蒋先云并非临颍人，而是湖南新
田县人。1927 年 5 月 28 日，年仅 25
岁的他在攻克临颍城的战斗中英勇牺
牲，牺牲地就位于纪念碑所在的临颍
县城关办三里头村附近。

“去年是蒋先云烈士牺牲九十周
年。为表纪念，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县
老促会一道修建了这座英雄碑。”三里
头村党支部书记符国亭说。

英雄感天地，浩气贯长虹。浏览
英雄碑一侧蒋先云烈士的生平简介，
人们无不感叹烈士的英勇顽强，惋惜
他的英年早逝。蒋先云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优秀党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和
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将领之一。1921
年 10月，他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临颍战役中，作为国民革命
军第11军77团团长兼党代表的他，身
先士卒，浴血奋战，成为北伐战争中牺
牲的最高长官。正是在他英勇无畏的
精神感召下，国民革命军最终以少胜
多，攻克临颍。

在临颍县烈士纪念馆内，“北伐临
颍战争”和“北伐著名将领蒋先云”的
内容被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蒋先云

烈士虽然不是临颍人，但在临颍的革
命史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他是我
们临颍人心中的英雄。”临颍县烈士陵
园管理处主任张双梅告诉记者，在临
颍，蒋先云的名字不少人都知道。每
到清明、国庆等节日，前来缅怀的人都
会对这位湖南籍烈士表示特别的敬
意。

也因此，作为全县重点革命老区村
的三里头村在去年决定为烈士修建纪
念碑。“我们精心组织，举行了隆重的祭
奠仪式，引导大家感恩先烈，珍爱和平，
惜缘惜福，努力奋斗。”符国亭说。

三里头村有3400多口人、16个村
民组，这几年，伴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村西新建的湖
东路贯通南北，村北的黄龙渠由污水
沟变为中水回用景观带，村里迎来了
空前的发展契机。“条件好了，环境好
了，俺们天天都跳舞，干起活来也有劲
得很！”村妇联主席兼村舞蹈队队长李
晓娜兴奋不已。

畅享幸福生活，不忘革命英烈。临
颍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县
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特别是把
红色文化作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内容，坚持以文“化”城，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制度化，营
造了向上向善的浓厚氛围，古老的颍川
大地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气象，这当
是对英烈的最好纪念。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豫剧《常
香玉》获得 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160万元，这让我们走向全国巡
演没有了后顾之忧，也让全国更多观
众欣赏到河南这部经典作品。”5月3
日下午，参加 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申报工作培训班的河南豫剧院一
团副团长李少宾兴奋地说。

据了解，自 2014年国家艺术基
金设立以来，我省共有118个项目获
得资助。这些项目包括舞台艺术创
作、传播交流推广、艺术人才培养、扶
持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等，涵盖戏曲、
书法、摄影、工艺美术等多个艺术门
类，共获得扶助资金 1.03 亿元。目
前，国家艺术基金 2019年资助项目
已开始启动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今
年6月15日。

在国家艺术基金的推动下，我省
近年来先后举办了“曲剧表演人才培
养”“全国豫剧常派艺术研修班”“河
南省魔术高级人才研修班”等一系列
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同
时，诞生了交响乐《朝阳沟》、豫剧《玄

奘》、话剧《红旗渠》等一批精品力作。
“以豫剧《焦裕禄》为例，它先后

两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第一
次用于创作加工再提高，第二次用于
交流推广和在全国范围内巡演，为后
来夺得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奠定了
坚实基础。”省文化厅文艺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不仅
促进了我省文艺事业的快速发展，而
且极大地缓解了艺术院团的经费不
足问题。

随着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力度不
断加大，我省文化艺术单位、文化企
业、高校、社会文化团体等各类组织积
极参与申报，申报的项目从覆盖面、数
量到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升，青年创
作人才项目立项数量逐年增加。

“我省对国家艺术基金的申报，还
存在着门类相对单一的短板。”省文化
厅厅长宋丽萍认为，我省艺术种类纷
繁多样，应深入挖掘富有地域特色、艺
术特色的项目，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表达，为加快构筑全国重要
的文化高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③7

农田里的“大学生创业联盟”
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总额1.03亿元

河南艺术发展有了“加速器”

洛阳牡丹去年创汇1700万元

2017年度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公布

我省9个创建单位上榜

□张华君

本文主角是新时代河南青年人的

代表，读后给人以希望和激情。文章真

实反映了中原大地上年青一代攥紧改

革发展的接力棒，以青春无悔的姿态义

无反顾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们的创新

创造、他们的奉献奋斗、他们的芳华绽

放，代表着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

股奔腾不息的活力、一股一往无前的勇

力、一股排山倒海的伟力，昭示了河南

振兴、中原崛起光辉灿烂的前景。②47

蒋先云：黄埔奇才

黄龙渠畔气象新
——北伐名将蒋先云战斗牺牲地临颍探访

蒋先云像（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5月2日，内黄县农业科技博览园的工人正在管理新型杂交楸树苗。该
县持续加大智能温室育苗产业推进力度，促进了优质苗木的产业升级。⑨3
刘超 陈晶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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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西华县2018年城区学校建设招商信息
为落实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精

神，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彻
底解决西华县城区学校“大班额”问
题，经西华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于
2018 年度新建、改扩建一批城区学
校。现将各学校建设谋划情况介绍如
下，诚邀有识之士参与、合作。

一、项目概况

本次谋划建设共七所学校，具体
情况如下：

（一）红花路学校（校名暂定，以下
同）。计划选址在红花路与教育大道
交叉口东侧，占地约 110亩。四面环
路，交通方便，服务范围涵盖青华路以
西、红花路南北两侧传统人口稠密区，

生源充足。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和一所幼

儿园。其中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
个班，学位 2820 个，建筑面积 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幼
儿园占地12亩，规模12个班，建筑面
积 4906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 965
万元。该项目总投资约6167万元。

（二）建设路初中。计划选址在建
设路西段路北，三星驾校西区东侧，占
地约46亩。

规划建设初中（寄宿制），规模24
个班，教职工人数57人，学位1200个，
建筑面积 18372平方米，预计建设费
用3564万元。

（三）南华路学校。计划选址利用

一职专校园改建，占地 70亩，西邻理
想城、盛宏朗庭小区，北邻西华建业城
小区，东邻周西快速通道，南邻南华
路。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规模48
个班，学位 2280 个，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4127万元。

（四）女娲路学校。项目选址在贾
鲁 河 由 南 向 东 转 弯 处 内 侧 ，占 地
111.17亩。西邻贾鲁河沿河风景带，
北邻教育大道、山水家园小区，该地区
人口稠密，教育资源稀缺。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个班，学位2820个，建筑面积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

（五）长平路学校。计划选址在长

平路东段路南，胡辣汤产业园西侧，占
地 90亩。是西华县最具发展活力区
域之一。

学校规划建设九年制学校，规模
48 个 班 ，学 位 2280 个 ，建 筑 面 积
21000平方米，预计投资4386万元。

（六）迎宾路小学。计划选址在原
周庄小学，拥军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
占地约28亩。

学校占地 28亩，规模 24个班，教
职工人数80人，学位1080个，建筑面
积9056平方米，预计投资1778万元。

（七）职教中心迁建。
计划选址东邻吴黄路、南邻华兴

大道，西邻富士康实训基地、淘宝产业
园，占地约200亩。

学校建设规模120个班，教职工人
数200人，容纳学生6000人，建筑面积
99900平方米，预计投资1.5亿元。

二、合作伙伴条件

1.合作伙伴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投资的相
应资质；2.具有项目相应的投融资能
力，能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信誉良
好，无不良行为记录。

三、合作模式

意向合作伙伴可选择以下方式进
行投资：（1）独资办学、独立经营。西
华县政府承诺在国家、省民办学校相
关政策基础上，在土地供给、教师配备

等方面加大支持办学力度；开辟“绿色
通道”办理各项手续。（2）对部分已纳
入国家“PPP”项目库的学校，双方按

“PPP”模式合作建设。（3）垫资建设，政
府回购。学校建成后，周边地块商业
价值会有大幅度提升，县政府从此收
益中优先用于建成学校的回购。

其他问题，双方可详细面谈。

四、联系方式和报名时间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史艺高 18903871056
李中文 15290048179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5月31日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2018年4月26日

本报讯（记者 谭勇）5月 3日，记
者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获悉，我
省9个创建单位获得2017年度全国
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称号。

自2001年团中央和国家安监总
局联合发起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创
建活动以来，各地区、各行业积极响
应、大力推广，在一线生产车间、班组
中广泛开展创建活动。此项活动
2017年以“安全生产青年当先”为主
题，共认定324个创建单位为全国青
年安全生产示范岗。

我省荣膺2017年度全国青年安
全生产示范岗的创建单位有：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东车站客
运车间综控室、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隧
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刀具车间、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生产调度
室、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
南销售分公司商水油库警消班、中铁
隧道局集团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工
程指挥部、许继电气柔性输电分公司
换流阀班组、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黄金叶生产制造中心卷包部黄金
叶（天叶）机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有
限公司机务工程部飞机勤务保障室、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郑州市市政维
护工程有限公司道路修复公司。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