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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日电“复兴之
路”大型主题展览丰富充实工作日前
完成，新时代部分《不忘初心 砥砺奋
进 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1日开展，7月 3日起
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是全面展
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宏大主题展
览，2007 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首展，2011 年在国家博物馆复
展。此次丰富充实工作由中央宣传
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负责。展览在保持国家
博物馆原有“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基
础上，浓缩“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
就展精华部分，以“不忘初心 砥砺奋
进 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为主题，作为“复兴之
路”基本陈列的新时代部分展出。

展览包括“序篇：开辟治国理政新
境界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
局面”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文化自信 创
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以人民为中心
增进群众获得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迈入新阶段”

“实现强军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丰富‘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 推进祖
国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全面
从严治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永远奋斗”10 个单元。展览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展示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卓越能
力，突出展示全国各地认真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情况，使“复兴
之路”基本陈列主题更突出、论述更完
整、内容更丰富、表现手法更充分。

新华社首尔 7月 1日电 韩国国
防部 7月 1日表示，韩国和朝鲜在朝
鲜半岛西部海域用于舰艇间联系的
海上热线时隔10年重新启用。

据韩国国防部消息，当地时间 1
日9时（北京时间8时），韩朝双方就该
海上热线进行试通信。位于延坪岛附
近的韩国军方警备舰通过热线呼叫朝
方警备舰，收到朝方即时回复。

韩国国防部说，重启这一通信热
线是为履行《板门店宣言》和不久前
举行的韩朝将军级军事会谈达成的
一致而采取的措施，目的是防止半岛
西部海域出现偶发冲突。

6月 14日，韩朝双方在板门店举
行高级别军事会谈，就恢复朝鲜半岛
东西海域军事通信线路达成一致。
此次会谈是双方时隔 10年 6个月重
新启动将军级军事会谈。6月 25日，
韩朝举行大校级军事部门实务接
触。双方认为，恢复韩朝军方之间通
信线路迫在眉睫。

2004年 6月，韩朝双方同意舰艇
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航行时使用国
际商船共用频率进行通信，并于当月
14日首次启用海上热线联络。韩国
方面说，2008年 5月后，朝方不再回
应韩方呼叫，该海上热线中断。

时隔10年

韩朝重启西部海域海上热线

穿过热闹非凡的湖南省宜章县
星火广场，一座清代风格的院落出现
在眼前，这就是宜章年关暴动指挥部
旧址。在指挥部旧址附近的纪念馆
进门处，朱德、陈毅、王尔琢、胡少海
全身雕塑栩栩如生。宜章县史志办
原主任吴绪斌介绍，1928年 1月，朱
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 2000
多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为
减少伤亡，确保暴动成功，朱德、陈毅
制定了智取宜章县城计划，而胡少海
为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胡少海，1898 年生，湖南宜章
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早年
考入广东乐昌中学读书，接受进步思
想，对其父兄勒索百姓、欺压外族的
行径十分愤慨，毅然离开地主家庭，
弃学从军。1921 年入嘉禾民军，后
升至连长。1923年所在部队被编为
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直辖独立旅，任
营长，参加了南征邓本殷、东征陈炯
明的战役。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
6军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攻克
武昌等战役战斗。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胡少海
联络一批湘南籍士兵潜入湘粤边界
活动，与共产党员高静山等人取得联
系，使队伍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红色
武装力量。1928年 1月，得知朱德、

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转战到粤
北，立即赴乳源杨家寨子与朱、陈会
面，共同商议了暴动计划。随即受朱
德派遣，以国民革命军第 16军 47师
140团副团长名义，率两个连开进宜
章县城，取得了智取宜章的胜利。在
此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后
任工农革命军第 1师 3团团长、第 3
师师长。胡少海指挥所部取得长冈
岭、大黄家村等战斗的胜利。同年 5
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后，任中国
工农红军第4军第29团团长、中共湘
赣边界特委委员，参加了开辟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随红四
军出击赣南、闽西，任第 2纵队纵队
长（也称司令员）、4纵队纵队长，参加
了大柏地、长汀和三战龙岩等战斗。
同年12月参加了古田会议。

1930 年 6月胡少海在闽西任红
21军军长，率部在龙岩东北地区肃清
反动武装和土匪，巩固了苏维埃政
权。8月在漳平永福圩侦察敌情时不
幸壮烈牺牲，时年32岁。

今年 3月，为纪念湘南起义爆发
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宜章县编纂
出版了《红军名将胡少海》一书，用长
篇传记文学形式，展现了红军将领胡
少海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生。

（新华社长沙7月1日电）

红军名将胡少海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
大型主题展览正式展出
7月 3日起向公众开放参观

□本报记者 归欣

曾经插在家门口防蚊驱虫的艾
草，近几年身价大涨。今年以来，我省
不少地方将艾草种植列入产业扶贫的
发展“菜单”。

端午节前后，第一茬艾草陆续收
割 。 今 年 价 格 如 何 ？ 市 场 前 景 怎
样？小小艾草能否承载贫困群众的
期望？记者到南阳、洛阳等地进行了
走访。

成本低见效快“燎原之
势”渐成

从黄河之滨到淮河之畔，从豫东
平原到豫西山区，曾经无人问津的艾
草，如今在全省各地已成燎原之势。
其中又以南阳、洛阳等地种植规模最
大。据介绍，今年南阳种植艾草面积
超过 15万亩，洛阳有将近 10万亩，都
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艾草产业很受
贫困地区“青睐”。在许多农技人员和
种植户眼里，自带绿色生态“属性”的艾
草，是发展扶贫产业的“最佳拍档”。

“跟大粮比，它收益高，一亩艾草
顶三亩麦；跟果树比，它见效快，当年
就能卖成钱。”6月 30日，南阳市宛城

区高庙乡邰庄村村民陈全喜告诉记
者。去年，他带领村里贫困群众成立
艾草种植合作社，流转了 1200亩土地
种艾草，亩均收益4000元左右。

成本不高，费工不多，也是艾草能
够迅速被群众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年种要买艾根，往后都能自给自
足。而且不用咋打农药，除好草就行
了。”嵩县纸房镇马驹岭村贫困户何存
粮说。

价格虽有波动 前景“方
兴未艾”

今年艾草市场行情如何？
洛阳天之艾艾草制品公司总经理

王喜森告诉记者，去年洛阳地区艾叶
收购起步价是每公斤5元，但很快上涨

并稳定在 6 元左右；今年也是 5 元起
步，但不久就跌到了4.3元。

价格下跌是否因为种植面积增长
过快？南阳大艾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
阚清恒认为，有这方面影响，但不全
是。“今年艾草收割早、产量高，企业不
担心原料供应问题，种植户却着急出
手，供求关系变化造成价格走低，是市
场的正常反应。”他说。

“加工能力跟不上也是一个影响
因素。”洛阳宣辉实业公司总经理鲁春
丽说。该公司在嵩县纸房镇开设了一
家艾制品加工厂，去年基本上将全镇
的艾草“包圆”，但今年种植规模扩大
后，就有些“消化”不了。

不过，为了照顾种植户特别是贫
困群众的收益，不少企业都采取了一
些积极的应对措施。以宣辉公司为

例，除了给签订单的农户提供保护价
之外，还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艾
草，敞开收购不压价。

虽然价格走低，但业内人士对艾
草的种植和艾产业发展前景，都持乐
观态度。洛阳市园艺工作站站长田玉
广认为，一方面，艾草市场还在“生长
发育期”，总体需求量仍在上升；另一
方面，艾草自身很多功效尚未研发出
来，目前仍处在“浅加工”阶段。“大势
来看，方兴未艾。”他说。

标准须统一 链条待拉长

小艾草能否在脱贫攻坚中担起重
任？接受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表示，非
常“靠谱”，但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标准要统一，企业要做强，品牌
要擦亮。”长期关注艾草产业的南阳市
宛城区科技局局长陈增喜认为，统一
了行业标准，才能提高艾草附加值；培
育好龙头企业，才能带动更多贫困群
众增收；叫响了品牌，才能在市场竞争
中占据有利地位。

中国中药协会艾草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吴中朝认为，现在对艾草的利用
大多局限在生产艾绒及衍生品上。事
实上，除了常见的入药用、制绒用，艾
草还有食材、饮品、制香、观赏、颜料等
多种用途。“必须进一步拉长产业链
条，将艾草种植加工与旅游产业、健康
产业、养老产业深度融合，做好艾产业
的消费延伸，更好地造福亿万百姓。”
他说。③4

小艾草如何长成“扶贫树”

7月1日，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400只龙狮齐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1周年。 新华社发

龙狮齐舞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1周年

——记者蹲点

守望正义的“田博士”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 7月 1
日获悉，在淮滨淮南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工作人员在6月 23日欣喜地监
测到一种罕见水鸟——棉凫。

据河南省鸟类专家、郑州师范学
院教授李长看介绍，棉凫在我国
数量稀少，被列入《中国濒
危动物红皮书》。

棉凫属于鸭科中
体长最瘦小的水鸭，
被称为世界上最小
的鸭类，相当于成人
三个拳头长。这种
水鸟较为胆小，常成
对或成几只至二十多
只的小群活动。受惊时
能立刻从水面冲出飞起，起
飞快而灵活。棉凫主要以水生
植物和陆生植物的嫩芽、嫩叶、根等为
食，也吃水生昆虫、蠕虫、蜗牛、软体动
物、甲壳类和小鱼等，常在水面和岸边
浅水处觅食，很少潜水捕食。

棉凫在淮滨属于夏候鸟，对水质

要求比较高。淮滨县林业局局长彭
大国介绍，此次在保护区共监测到 4
只棉凫，刷新了淮滨淮南湿地鸟类种
群分布记录。

淮滨淮南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地 处 淮 河 中 上 游 ，淮 滨 县 南

部。保护区又处北亚热带
向暖温带过渡地带，具
有多方交会、南北兼
容并存的特色，动植
物 资 源 十 分 丰 富 。
中华秋沙鸭曾在保
护区出现。

彭大国说：“通
过建立保护站，植树

种草，治污拆违，保护区
这几年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鸟儿更是越聚越多，光我拍
到的鸟儿种类就达 181种，而且吸引
了很多游人前来。”③9

世界上最小鸭类棉凫现身我省

上图为世界上最小的鸭类棉
凫。②32 彭大国 摄

再平常的案件，对当事人
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每办
一起案件，我都要对法律
负责，对良心负责。

田文生
尉氏县检察院公诉局副局长

今年

南阳
种植艾草面积超过

15万亩

洛阳
种植艾草面积将近

10万亩

●入药 ●制绒 ●食材

●饮品 ●制香 ●观赏

●颜料等

艾草的用途

□本报记者 孙欣

“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也实施
了故意伤害行为，为什么构不成故意
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要有轻伤以上的犯
罪后果。”

6月 29 日，记者在尉氏县检察院
采访该院公诉局副局长田文生时，碰
巧遇到田文生和其他检察官讨论案
件。在尉氏县检察院，大家遇到案件
上的难点，都愿意找田文生商量，同事
们亲切地称他为“田博士”。

现年 50 岁的“田博士”确实不简
单：荣立个人二等功 1次、个人三等功
3次，先后获得全省“人民满意十佳检
察官”、全国“最美检察官”、2017“感动
中原”十大年度人物等荣誉……

酷爱学习的“田博士”

1994年，乡村教师田文生参加了

河南省法检系统招录考试，他以开封
市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尉氏县检察
院。虽然成绩优异，但田文生深知自
己还欠缺系统的法律知识。在工作之
余，他勤奋苦读，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
法学本科文凭。随后，他又通过自考
取得了会计学本科学历。

田文生爱学习是出了名的，家里
没有像样的家具，但法律书籍却有几
百本。晚上将身患重病的妻子安顿好
后，他就挑灯读书到深夜。“作为新时
代的检察干警，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
高办案能力，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田
文生告诉记者。

在侦监部门工作时，田文生自学
计算机，把办理案件涉及的罪名制成电
子档案，每个罪名都附有司法解释及相
关案例，直接输入关键字就可查找，非
常方便。到公诉局工作后，他又把各罪
名的量刑制成电子表格，法院的量刑是
否适当对照表格便一目了然。

田文生还将 200 多万字的《最高
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刑事卷》和《刑事
办案指南》输入了电脑，并制作检索程
序，方便同事下载查询。田文生独创
的这套“田式检索法”，成了大家学习、

办案的好帮手。
从事检察工作以来，田文生办理

了近 2000起案件，累计追捕追诉漏犯
78人，无一错案。“再平常的案件，对当
事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每办一起案
件，我都要对法律负责，对良心负责。”
田文生说。

甘于清贫的“老黄牛”

田文生的检察官之路走得坦坦荡
荡，可是他的日常生活之路却走得很
艰辛。出身农家的田文生，是兄妹几

个里唯一走出农村的孩子，家里大大
小小的事都要他操心。

田文生的妻子常年患重病。为了
给爱人看病，他瞒着家人悄悄卖掉了
房子。在妻子再次生病住院期间，大
额的医疗费让他愁眉不展。当时，田
文生正办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犯罪
嫌疑人的家属托熟人找到田文生，拿
出2万元钱说：“只要不批捕，这钱就是
你的。”田文生义正辞严地告诉对方：

“我很需要钱。但这钱，我坚决不要。”
在妻子病情好转后，为了省钱，他

几次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到开封看
病。3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一边蹬车，
一边擦汗，坐在后座的妻子心疼得直
掉眼泪。

虽然家境窘迫，但田文生却不忘
向需要帮助的人献出爱心。每次单位
组织捐款，田文生总是抢着捐钱。大
家不忍心收他的钱，他坚持说:“我虽
穷，但有人更需要帮助。”

田文生至今仍欠债8万元，面对钱
财诱惑，他总是清正廉洁，忠于职守。

“选择了检察工作，就是选择了庄严和
神圣。虽然日子紧巴，但活得坦然，睡
得安稳，过得踏实！”田文生说。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