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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 20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

习近平说，中伊友好源远流长。
双方互信和友谊久经考验。无论国际
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同伊朗发
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
变。在新形势下，中伊要进一步深化
战略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要密切沟通协调，相向而行稳妥开展
务实合作，加强安全反恐、人文等领域
交流合作；要加强在国际多边场合的
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立法机构交往是中
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全国人大与伊朗伊斯兰议会

要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
理政经验，密切在国际和区域组织框
架内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发挥立法机
构在推动双边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促进
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心系地区
和平，主张国际和地区各方加强合作，
推动中东早日走上稳定和发展道路。
我们支持伊朗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
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方就地区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拉里贾尼说，伊朗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对华关系。伊中加
强友好合作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对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也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伊方愿同
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加
大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相互支持。

□本报记者 卢松

“我中原人民解放军于今日占领郑
州。守敌向北面逃窜，被我军包围于郑
州以北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正歼击中。
郑州为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点，历
来为军事重镇……”2月 20日，在郑州
市档案馆观看《郑州记忆》展时，一份手
稿影印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得中原者得天下，得郑州者得中
原。1948年 5月，中共豫陕鄂八地委
成立，当年 6 月，改为中共豫西四地
委。人民解放军在地方党组织的密切
配合下，相继解放了郑州西部的登封、
巩县、密县、新郑、荥阳、汜水、广武和
郑州东部的中牟县。

为了取得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

1948年 10月 22日，人民解放军向郑
州这一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交通枢纽
重镇发起了包围总攻，经过在郑州外
围祭城、老鸦陈、苏庄、黄河南岸、铁
桥、邙山头等地的浴血奋战，全歼郑州
守敌1.1万余人。由此，郑州战役取得
完全胜利，中原重镇获得解放。

郑州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此开启
历史新的篇章。

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郑州人民重新安排河山田园，古城
郑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
郑州正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越来
越有国际范儿。

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
未来。“我们编写的《中国共产党郑州
历史》第二卷即将出版，这一卷梳理记
录了郑州从解放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
的历史，将更好地起到存史、资政、育
人作用。”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
处长朱建新说。③8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2 月 18 日，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
村的民生医院内，一个输液泵成为焦
点。“全自动控制的打点滴机器。”村党
支部书记李连成骄傲地解释，“这是

‘世界专利’，以后咱村就造它！”
农历大年三十，李连成远赴深圳

市万聚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招商
一线度过春节，也让拥有 47个国家的
国际保护专利、27项国内专利的输液
泵生产项目落户西辛庄村。

“第九个梦想，农民想让科技下
乡。”对李连成来说，履职全国人大代
表就是关注农村的发展、聚焦农民的

梦想。从找一个好学校上学到找一个
好医院看病，从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儿
童到脱贫致富，从农村文化阵地到农
村拒绝脏乱差……最初的“四大梦想”
发展到现在的“九大梦想”，李连成的

“农民梦”始终跟“中国梦”同心同向，
不断前行。

“俺村先行先试，争取分享更多更
好的发展经验。”李连成是西辛庄村的

“领头雁”，西辛庄村也成为乡村振兴的
“排头兵”。新年伊始，西辛庄村与长城
汽车合作建设的德莱斯电器有限公司
试车成功，拥有德国先进技术的空调走
下生产线。“今后，有污染的企业、低附
加值的企业通通不引进。”李连成说，从
蔬菜大棚、电光源产业集聚区、食品加
工产业园区一路走来，西辛庄摆脱了一
穷二白的命运，更向工业化、现代化、智
能化的产业转型升级要效益。

“感觉这里不像一个村。”田志伟
是万聚源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村里
的别墅式住宅楼美轮美奂，新时代文
化广场和观光湖成为休闲好去处；自
建的民生医院解决了村民“看病难、看
病贵、看病还得花路费”的难题；教育
园区设施完善，农村孩子的教育条件
不比城市孩子的差……

“还不够，得全面发展。”李连成
说，农村集体经济咋壮大、咋能找到好
的村干部、农民的思想咋进步……

“党的惠农政策好，俺农民群众忘
不了；贫困农民脱贫了，历朝历代没做
到；农民种粮直补多，国家实行新农
合；贫困户享低保，孩子上学全免了；
有水有鱼有树还有鸟，村村都通水泥
路，条条致富阳光道。”面对新的发展
征程，李连成用常记于心的一段顺口
溜勉励自己，“新时代，加油干！”③9

习近平会见伊朗伊斯兰议会
议长拉里贾尼

郑州解放：

中原重镇开启新篇章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记者手记代表委员履职记

农民代表的新梦想

如果要在与李连成的谈话

中选一个高频词，那一定是“农

民”。“农民想什么，俺就干什

么。”李连成脱口而出的这句

话，也是他践行一生的目标。

他曾在全国两会上说过：“讲农

民的故事，是俺觉得最幸福的

事。”像李连成这样扎根农村、

倾听农民心声的党员干部越来

越多，农村这块广袤大地上才

能结出更多名为“获得感、幸福

感”的果实。③9

农村需要更多
“李连成式”干部

□本报记者 宋敏

2 月 19 日，正是阖家团聚观灯赏
月的元宵佳节，王颖一家却沉浸在悲
伤的氛围中——就在 9天前的正月初
六上午，她丈夫陈勇 38岁的生命永远
定格在除雪保通一线上。

保通

2月 10日，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突降大雪，这让大家的返程路走得十
分艰难。

作为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
理中心航空港管理处尉氏西路政大队
的一名中队长，7点刚过，陈勇就带着
两名队员提前出发上路巡查。“雪大路
滑，路况危险，巡查要更加仔细……”
刚做路政工作两个月的孙炳杰记得，
陈队长这样叮嘱他们。

8点 15分左右，巡逻车行驶至机
西高速周口方向（西半幅）K61+800公
里处（开封市尉氏县境内），他们发现
对向应急车道停着一辆银色面包车，
前引擎盖脱落，车头损毁严重，护栏有
被撞变形痕迹。

“你们先留在原地，我去看看，有
什么事再叫你们。”陈勇说着，下车穿
过护栏查看现场情况，两名队友也下
车准备摆放安全锥、布设安全区，按流
程处置现场。

“机西高速路况信息群”里，有陈
勇当时上传的现场情况：4张事故车辆
图片和 1段简洁的文字。时间是当天
8点24分。

“仅仅几分钟后，陈勇将事故车里
的人劝离车辆，来到护栏以外，他自己
也站在护栏外打救援电话，突然又有一
辆面包车从南向北失控冲了过去……”
尉氏西路政大队大队长杨洋说，根据事
后分析推断，这辆车先是车头直接撞在
护栏上，受力反弹掉转方向，车尾部再
次狠狠撞击护栏，导致车尾下部凹陷严
重，上部冲过护栏撞向陈勇……

记不得有多少个团圆佳节，陈勇
未能与家人欢聚。越是放假出行高

峰，执勤巡查任务越重。伴随着闪烁
的警灯和飞转的车轮，24小时随时待
命，周而复始的路况巡查，惊心动魄的
事故现场，这是陈勇作为一个路政人
的工作常态。

今年的春节，陈勇又和往年一样，
坚守在保通一线。他们的工作制是

“上六天歇六天”，陈勇从正月初一开
始接班，正月初六正是这轮工作的最
后一天，但是陈勇的家人却再也等不
到他“下班回家”了。

救人

2月 19日，在尉氏县人民医院，王
艳一家 4口仍旧惊魂未定。他们是陈
勇处置的第一辆事故车的司乘人员，
当时从西华去郑州，因为下雪路滑发
生了单方事故。

“车头撞到了护栏，没法往前开
了。因为天冷又下着大雪，我们一家
就坐在车里等待救援。”王艳说，他们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停在应急车道上
多么危险。

陈勇从对面过来了。看到没有发
生人身伤害，接着查看车辆，给车牌拍
照。“为了你们的安全考虑，请你们立
即下车，等待救援必须撤离到护栏之
外。”在陈勇的耐心解释和坚持下，车
上的人全部转移到护栏外。

“只听‘砰’的一声，根本来不及反
应，一辆车已经撞过来，我摔到护坡
上，之后就不记得了……”王艳 21 岁
的女儿宋鹤距离陈勇最近，头部、胳膊
等多处受伤，她印象中当时陈勇在打
电话。

“在高速公路上只要发生事故，就
是大事故。”这次亲眼得见，孙炳杰知
道陈勇以前所言不虚。他想起曾经有
人开玩笑说“勇哥，你这路政干的时间
越长越胆小了”，如今明白陈队长总是
叮嘱的“咱们平常执勤保通，工作再小
心都不为过”是对的。

“高速公路车辆行驶速度快，车流
大，哪怕小到一颗石子，都可能威胁到
过往司机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省收

费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航空港管理
处处长马飞刚说。

“陈队长是个好人呀，是他带着我
们撤离到了护栏外，他是我们一家人
的救命恩人。”王艳说。按照第二辆肇
事车的事故轨迹和受撞击程度判断，
如果当时王艳一家还留在车里，后果
不堪设想。

长辞

“饺子煮好了，孩子，你快回来吃
一口吧。”母亲朱俊梅望眼欲穿。

“你还欠我一个生日礼物呢，怎么
就这样走了？”陈勇出事当天，恰好是
妻子王颖的生日。

“爸爸怎么不接电话？我的寒假
作业都写完了，我乖乖听话好好练琴
了，爸爸什么时候才下班回家？”年仅6
岁的儿子“小金鱼”懵懂可爱，但他不
知道，爸爸再也不能抱他亲他了。

2月10日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
即拨打120电话。救护人员在20多分
钟后赶到现场，把陈勇送至尉氏县人民
医院抢救时发现，陈勇的颅骨多处骨
折，胸腔里器官多处破裂，可以推断当
时的撞击力度相当大。当天9点40分，
陈勇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出生于 1981年的陈勇，毕业于原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2015年，他调
任现职，负责道路的巡查保通工作。
几年来，他负责建起了全线路政的电
子档案，走遍了辖区的各个角落。

陈勇和王颖同在高速公路上从事
繁重的管理工作。二人因“路”结缘，
伉俪情深，却长期分居两地，聚少离
多。他们把对工作的努力，作为对家
庭的回报；把对家庭的付出，作为对对
方默默的支持。

从事路政工作 14年来，陈勇处理
了不计其数的交通事故，救援了无数的
过往司乘人员。今年春节，他却倒在了
除雪保通、服务救援的路上。在万家团
聚的日子里，陈勇再也回不来了。

“失去陈勇这样一位好同事、好大
哥，我们深感痛惜。生活还在继续，旅
客仍在路上，我们只有用更加敬业、更
加专注的状态，投入到自己的岗位工
作中。正如勇哥所说，把别人的生命
安全放在首位，同时也是护卫自己的
安全。”杨洋说。③8

用生命护卫平安
争做 河南人

□本报记者 宋敏

陈勇牺牲在春节期间除雪

保通一线，虽然是意外，但却是

路政养护人员战风雪、抗严寒，

全力保障司乘人员春运出行的

真实写照。在危险关头，他最先

想到的是司乘人员的安危、同事

的安全，他让队员们“留在原

地”，自己冲在最先，走在最前。

陈勇就是所谓“平凡的英

雄”，在平凡的工作中、岗位上，用

平凡的言语和行动，绽放着青春

的光辉，用生命护卫一方平安。

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十

足的工作狂。“传、帮、带”，他的

“徒弟”最多；工作日志，他的签

名最多。生活中，无论大伙有

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想法，总

喜欢跟他交流。他总是来者不

拒，尽力帮忙。

丈夫的离去，让王颖悲恸

欲绝；儿子的追问，让一家人痛

而无奈。采访过程中，记者感

觉最难面对的是陈勇的家人。

事故发生后，母亲朱俊梅从兰

考坐火车去见儿子最后一面

（彼时陈勇的遗体已转移至开

封市人民医院），在开封火车站

等待亲属接车的一个多小时

里，她坐立难安，多次放声痛

哭。车站工作人员想要帮助

她，她却说：“孩子丢了可以找

警察，可我的儿子‘丢’了，我不

知道去哪儿把他找回来……”

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

人替你负重前行。平安从来都

不会从天而降，正因为有无数

像陈勇一样平凡而伟大的人，

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声地守护，

无怨无悔地付出，才有我们今

天生活的祥和。让我们向“平

凡的英雄”致敬！③8

记者手记

致敬平凡英雄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2019年
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 20日
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开幕
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山
水相连、人文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
长。近年来，双方加强战略沟通，共建

“一带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妥善处理
分歧，维护地区稳定。中国—东盟关
系已进入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举办中国—东盟媒
体交流年是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
重要举措。媒体作为开展交流合作、
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可以为中国—
东盟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双
方媒体做友好交往的传播者、务实合
作的推动者、和谐共处的守望者，讲好
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为共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希望媒体讲好共促和平、共谋发展的故事

2 月 20
日，孟津县黄
河湿地保护区
内发现两只东
方白鹳。东方
白鹳属大型涉
禽，有“国宝”
之称。目前野
生种群全球仅
存三千多只。
⑨ 6 郑 战 波
郭准 摄

2月 20日，漯河银鸽集团第六生产基地，工人正在加工生产特种纸。该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造纸集团之一，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省级
技术中心和特种纸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今年以来，该企业特种纸订单数量快速增长，生产车间一片繁忙。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归欣 通讯员 张
崇）2月 20日，记者从省扶贫办获悉，
我省 2018 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
作已正式启动。

据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核
对象和范围有所扩大，包括 18个省辖
市党委政府、30个责任单位、184个定
点扶贫单位、19个结对帮扶市县、53
所结对帮扶高校等。在考核结果方
面，将进行分类评价。33个 2018年拟
退出贫困县的专项评估检查情况，纳
入所在省辖市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内
容；承担结对帮扶贫困县任务的市、县
帮扶工作考核成绩，纳入当地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总成绩。

本次考核，主要考核“两不愁三保

障”和减贫成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扶贫资金管理方面的内容以及责任落
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情况。此外，
今年的考核注重“化繁为简”，不搞层
层考核、重复考核，以减少基层负担和
对群众的干扰。

省扶贫办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本
次考核是对 2018 年度全省脱贫攻坚
工 作 的 一 次“ 大 体 检 ”和“ 集 中 会
诊”，将以“较真考核、科学考核、公
正考核，廉洁考核”为原则，充分发挥
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检验脱贫成效、总结工作
经验，查找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
推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质量不断提
高。③8

我省2018年度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工作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