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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意大利、卢森堡相继与中
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在这个春
天继续扩大。

4月下旬，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世
界瞩目，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实施5
年多的“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奏响新
的乐章。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们要
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2年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发出的号召，如今正在更多国家和地
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举大道之行 汇广泛共识

应者云集，全球瞩目。截至目
前，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
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签署
范围自亚欧大陆拓展至非洲、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南太平洋地区。截至
2018 年底，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 279 项具体成果落实率
已达96.4%。

谋互利共赢 求共同繁荣

数字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
空中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在
迈向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一条条纽带
多元联动，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
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享开放蛋糕 促美美与共

激发进口潜力、放宽市场准入、
完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新高地……
一系列扩大开放之举，是中国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长远考量。

展望未来，从“大写意”转为“工
笔画”，“一带一路”建设将更加走深走
实。在打造改革开
放新格局的同时，中
国将与全世界携手，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阔步向前。（据新华
社北京4月1日电）

从“大写意”转为“工笔画”
——环球视野看共建“一带一路”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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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只有为国家民族事业去努
力，才能享受未来的幸福。”八路军指
挥员王麓水参加革命后，转战南北直
至牺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他生前
留下的家书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位
革命者的家国情怀。

王麓水，又名王培岳，1913年生
于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长丰乡一个雇
农家庭。“身是萍乡一雇工，参加革命
显英雄。鲁南解放开新局，痛惜城郊
未竟功。”这是王麓水牺牲后董必武所
写的题词，概括了王麓水壮烈的一生。

1926 年，王麓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0 年，奔赴井冈山，
入湘赣边区红 4 军随营学校学习。
1932年 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
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
陕北后，任红 1军团第 2师 5团政治
委员。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麓水任
八路军第115师 343旅 685团政训处
主任，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 年
起任第 343 旅补充团政治委员、第
115师晋西支队政治部主任，率部转

战晋西地区。1940年随陈士榘率部
挺进山东，参与创建滨海抗日根据
地。1942年起任山东纵队第 1旅政
治委员，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鲁南军
区政治委员，率部多次粉碎日伪军的
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成
功指挥了平邑松林村伏击战和微山
湖解围战等战役战斗。1945年 8月，
王麓水任山东军区第 8师师长兼政
治委员，同年 12月率部围攻滕县(今
滕州)城，亲临阵地前沿哨所观察地
形，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
牲，时年32岁。

他牺牲后，长眠于山东临沂的华
东革命烈士陵园。家人在整理他的
遗物时发现九封家书，字里行间诉说
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对家乡深深
的眷恋。“爷爷在前线浴血奋战，只能
把对家里的思念和愧疚埋在纸间，但
他为国为民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们。”王沂是王麓水的孙辈，他的爷爷
是王麓水的三哥。为了纪念王麓水，
王沂的父亲为他特意取名“王沂”。

（据新华社南昌4月2日电）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左易和

当前正是春耕大忙时节，部分地区
的农民为图方便，在春耕春播时焚烧田
间杂草，引发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担忧，
也使得秸秆综合利用的话题再度升温。

2018 年，我省在淇县等十多个县
（市、区）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
目。目前，鹤壁市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
92%，高于省定目标 4个百分点，重点
部位利用率甚至达 95%。该市在将秸
秆“变废为宝”的过程中有哪些好经
验？记者日前进行了采访。

“秸秆还田变成了农家肥，小麦、

玉米亩产比以前提高了 10%，我算是
尝到甜头了！”3月 26日，浚县卫溪街
道傅庄村种粮大户傅太华告诉记者，
粉碎后的玉米秸秆深翻入土中25厘米
至 30厘米，再掺入秸秆腐熟剂，30天
左右即可转化为农家肥。

“去年，鹤壁市秸秆肥料化利用量
接近 100 万吨，占综合利用量的近
75%。”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郭
太忠介绍。

除了直接还田，对秸秆进行过腹
还田在鹤壁市也十分普遍。

淇县庙口镇郭湾村村民索玉兵的
专业合作社养殖牛羊 100多头。他采
购了玉米收割机、秸秆粉碎机、运输车
等设备，每年收购周边 20多个行政村
逾 9000吨秸秆，其中一部分用作牛羊
的饲料，剩余部分卖给周边的养殖场，
加上政府的收购补贴，一年可获得收

益近15万元。
“每吨秸秆能卖近 300元，相当于

种小麦每亩地多收入 100 多元，种玉
米每亩地多收入50多元。”该村村民索
合西掰着指头给记者算账。对他来
说，光是将小麦秸秆、玉米秸秆卖给索
玉兵，一年就能多收入 1万多元，还避
免了将秸秆外运的麻烦。

昔日无处安放的秸秆，如今却变
成了“香饽饽”。记者在河南天邦菌业
股份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正在将粉
碎后的秸秆与其他原辅材料混合搅

拌，待发酵后制成培养基，可用于生产
杏鲍菇、双孢菇等食用菌。该公司每
年可消化秸秆1万吨。

“生物质燃料替代燃煤或燃油，不
仅能为企业降低能耗成本，而且对环
境的污染更小。”国能浚县生物发电有
限公司总经理韩进军介绍，该公司每
年在浚县及周边地区收购秸秆近 7万
吨、农林废弃物逾30万吨，用于生物质
发电、热力生产供应，为当地农民创收
7500多万元。

“秸秆禁烧，必须堵疏结合。鹤壁
市积极开展秸秆的肥料化、饲料化、能
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有效缓解
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压力。”鹤壁市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该市将逐步完善高效收集体系、专业
化储运网络，建立秸秆焚烧管控长效
机制，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③8

新华社北京 4月 2日电 签约赞
助企业25家，预计签约赞助招商总金
额约10亿元人民币，目前北京世园会
赞助商招募工作已顺利收官并创造国
内世界园艺博览会赞助金额新纪录。

北京世园会顾问邱一川 2 日介
绍，与以往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筹办方
式不同，北京市政府支持北京世园会
在市场开发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探索，
通过委托专业机构采用市场化方式开
展品牌赞助招商工作，最大限度放大
世园品牌价值，取得积极成效。企业
不仅成为世园筹办的赞助者、贡献者，
还成为世园运营的保障者、参与者。

北京世园会是向全世界展示我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展示生
态文明建设新成果的重要窗口，也是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高端要素国际交
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据承担招商工作
的世园商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于志欣

介绍，赞助企业在保障世园会筹办上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顺鑫控股、宁
红集团、旺旺集团、蒙牛乳业等为世园
会筹办提供所需的食品、饮料、水、茶叶
等物资；中国国航、北汽集团分别为世
园会保障了航空和汽车的出行需要；
人保财险为世园会提供全方位的保险
服务；北京银行为世园会提供资金支
持外，还在世园建设融资等方面给予
保障；中青旅为世园会票务系统开发
和线上、线下票务渠道建设贡献力量。

赞助企业在园区内打造的亮点也
将成为游览热点。百度运用最新技术
成果倾力打造的生态体验馆，将向世
界传递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花乡花木
集团打造的各具特色的花车，将为观
众呈现精彩的花车巡游表演。中国电
信的5G体验馆将为参观者展示我国
5G通信领域先进成果。百度的无人
车、京东的无人机也将精彩亮相。

我国品牌企业成北京世园会
重要参与力量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周显宝）4月 1日，在商
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红军广场的陈明义将军
塑像前，400余名伏山一中师生，正认真聆听
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启鑫讲述发生在这块红色
土地上的英雄故事。七（3）班学生金霖说：

“现在我明白了，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
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3月下旬，商城县二中的1500余名师生，
已分五批次来到大别山西河红色研学基地，开
展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
红色研学活动。该校校长胡家明坦言，让孩子
们穿一次红军服，走一段红军路，学唱一首经
典红歌，看一场红色电影，听一个红色故事，参
加一次红色主题篝火晚会，将在他们幼小的心
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商城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1924
年这里就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1929 年 5
月 6日，闻名全国的“商城起义”爆发，随之组
建起河南省第一支红军队伍——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建立了河南省第一
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享誉全国的革命
历史经典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创造
了28年“大别山红旗不倒”的革命历史。

近年来，商城县深入挖掘境内红色资源，
建设红色景区，广泛开展中小学生红色研学
旅行活动，把青少年思想政治课堂搬到校外，
使红色基因潜移默化地融进青少年精神血脉
之中。

商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强告诉记者：“把
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把曾经发生在他们身
边的红色故事讲好，让红色血脉世代传承，我
们责无旁贷。”③4

王麓水：一位革命者的家国情怀

秸秆利用如何“点草成金”？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红色研学
祭英灵

4月2日，小学生在宝丰县烈士陵园学习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表达追思之情。⑨6 张建新 何五昌 摄

4月 2日，新乡市第二十中学学生在当地的烈士陵
园举行祭奠活动。⑨6 赵云 摄

4月 2日，开封市各界人士纷纷来到刘少奇在开封
陈列馆，深切缅怀革命先烈。⑨6 李俊生 摄

4月 1日，汽车在汝阳县刘店镇的二广高速上行驶。今春以来，该县对境
内的二广高速、宁洛高速、焦枝铁路廊道绿化进行补植补造，让廊道绿化向美
化、常绿化升级，形成“生态走廊”。⑨6 康红军 摄

一线见闻

这一跪，
我们看到了英烈精神的传承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跃华
王富晓 井春冉

4月 2日，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独家报道了《这一跪 我们看到了英烈精神的传承》，讲述了

记者3月29日在郑州烈士陵园看到的一幕：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俯身跪在一座烈士墓碑

前，用一把小刷子细心地扫去墓碑上的尘土，用衣袖把烈士的照片擦拭得干干净净……记者了解

到，小女孩叫吴佳蓓，11岁，是郑州经开区朝凤路小学的一名学生。

该报道刊发后，经新媒体平台跟进报道，这一新闻感动了无数读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众多网友纷纷留言并转发点赞，也引来省内外媒体纷纷转发。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日报客

户端、大河报客户端、河南商报客户端、河南日报网、大河网、大豫网、河南一百度、河南文明网、中

国网、东方新闻、郑州广播在线等30多家省内外媒体纷纷转发。

这一跪，透露出小姑娘的感恩之心
@国权：我会教育我的孩子，永远记住革

命先烈，没有他们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逸云：这个时代，太需要英雄了。我们

都应该向英雄致敬，以英雄为标杆！

@朱亚光：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安宁幸福生

活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向这位小朋友学习，真心

崇敬英烈、缅怀英烈。

这一跪，感受到小姑娘对英烈
的一片真心和真情

“今天看到这篇报道，我们作为公安英烈基
金会的工作人员，深受震撼，感受到小姑娘对英
烈的一片真心和真情。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学
习这种精神，永远铭记那些为国为民牺牲的英
烈，崇尚英烈，捍卫英烈，缅怀英烈，传承英烈精
神。”4月2日，河南省公安民警英烈基金会有关
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金会已经连续8年
开展英烈子女夏令营活动，特别是在清明、国家
烈士纪念日等特殊的时间节点，开展集中祭奠
等活动，缅怀公安英烈，营造尊重英雄、崇尚正
气的良好风尚。③4

网友热议

英烈基金会

吴佳蓓的日记

图为吴佳蓓在擦拭墓碑上的尘土。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富晓 李晓玉 摄

班主任王伟红说：
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这个事情发生在佳蓓身上，我一点
也不觉得意外，因为平时她就是一个懂
得感恩的孩子。当同学遇到困难，她会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班级有活动，她会积
极参与，并帮老师组织维持活动秩序。

吴佳蓓的妈妈说：
我为孩子的做法感到骄傲

我当时是流着泪看完这篇报道
的……这就是我的佳蓓，她感情细腻，
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崇敬英雄。平常，
她喜欢读书，尤其是对抗日战争中的英
烈人物事迹，她更是痴迷，还经常给我
和她爸爸讲起。我为孩子的做法感到
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