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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4月 18日同巴林国王哈马德互
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巴建交
30年来，两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结
下深厚友谊，双边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
巴关系发展，愿同哈马德国王一道努
力，以中巴建交30周年和两国共建“一
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巴各领域合作
迈向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哈马德在贺电中表示，巴方珍视
同中国的牢固友谊和各领域互利合
作，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和发展巴中关
系，祝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更大进步。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巴林首
相哈利法也互致了贺电。李克强在贺
电中说，中方愿同巴方在“一带一路”
框架内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
得更大发展。哈利法在贺电中说，期待
同中方一道努力，不断深化巴中双边
关系。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发展
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袁达18日说，截至目
前，中国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
织签署173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袁达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近 6年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在政策沟通方
面，与我国签署合作文件的既有发展
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发达
国家的企业、金融机构与我国合作开
拓第三方市场。

设施联通方面，中老铁路、中泰铁
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扎实推
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
斯港、哈利法港等建设进展顺利。到
今年 3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
超过 1.4万列，基本实现“去一回一”，
通达境外15个国家50个城市。

贸易畅通方面，2013 年至 2018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

贸易总额超过 6万亿美元。中白工业
园、中阿（联酋）产能合作园区、中埃苏
伊士经贸合作区等稳步推进。

资金融通方面，中国先后与 20多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
排，与 7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
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建立了
能力建设中心。截至 2018年底，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累计实
现保额6000多亿美元。

民心相通方面，在科技交流、教育
合作、文化旅游、绿色发展、对外援助
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袁达说，中国将遵循市场原则和
国际惯例，发挥企业主体和政府引导
作用，落实好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达成的成
果，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扎实推进互
联互通建设，持续加强国际产能合作，
大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凌）4月 17日，记
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近日，20 辆宇通 E12 纯电动客车
交付丹麦，成为丹麦采购的首批纯电
动客车，这也是丹麦首次批量采购的
中国客车。

在丹麦罗斯基勒市组织的市民乘
坐体验活动中，市长JoyMogensen表
示：“罗斯基勒市是丹麦第一个采用纯电
动公交的城市，20辆新公交车每年将减
少 1400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 470
辆普通汽油汽车的排放量。新的纯电
动公交不仅更环保，而且噪音更小。”

宇通客车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丹麦采购 20辆宇通纯电动客车 E12，
是其采购批量纯电动公交车的首次招
标，开启了丹麦公交新能源化之路的
序幕。这给宇通进一步打开丹麦客车
市场，进而扩大宇通客车在欧洲市场
的占有率带来了良好契机。

一直以来，深耕欧洲市场都是宇
通不懈努力的目标。截至目前，宇通
在欧洲地区整车销量超过7000辆，产
品遍布法国、英国、西班牙、挪威、保加
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俄罗斯等
众多国家和地区。③9

走进位于山西省文水县的刘胡兰
纪念馆，广场纪念碑上“生的伟大，死
的光荣”8个大字熠熠生辉。

刘胡兰，女，1932 年出生在山西
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
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刘胡兰开
始逐步接触革命道理。

刘胡兰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
团，和小伙伴一起为八路军站岗、放哨、
送情报。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敌军一
个团，刘胡兰踊跃参加支前，她不但为伤
员包扎伤口，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药，一
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才撤回。这时刘
胡兰才13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
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解放区军
民被迫拿起武器，保卫胜利果实。1945
年底，刘胡兰参加党组织举办的40多天
的妇女训练班学习，回村后担任云周西

村妇救会秘书，她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
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员青年报
名参军。1946年6月，14岁的刘胡兰被
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

1947年 1月 12日，刘胡兰被国民
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在敌人威胁面
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
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
被捕的 6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她
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
短暂的青春，谱写出永生的诗篇。

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
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听闻了刘胡兰
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挥笔为她写
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刘胡兰的事迹不断激励着后人。
刘胡兰纪念馆从 1957 年建成以来，
已累计接待国内参观者 1300 多万人
次。 （据新华社太原4月18日电）

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本报记者 卢松

她不仅是自己两个孩子的妈妈，
也是 850 名孤残儿童的妈妈。2006
年以来，她以柔弱的肩膀扛起千钧重
任，为无依无靠的孤残儿童撑起一个
温暖的家。4600多个日日夜夜，她用
一颗滚烫的心抚慰着“折翼的天使”，
为孩子们点亮生命的希望。

她，就是郑州市儿童福利院院长
李燕。4月 2日，李燕获得民政部最高
荣誉——“孺子牛奖”。

孩子们是她的心头肉

4月 4日，从北京领奖回来的第二
天，李燕又准时来到儿童福利院上班，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转，正在玩耍的
孩子们看到她，叫着妈妈，扑进她怀里。

每天早上到单位，李燕都会先巡
视一圈，帮阿姨给孩子们喂奶、喂饭、
洗澡。下班后，她再到孩子们的房间，
抱抱这个、拍拍那个，直到都睡下了才
悄悄离去。

一天晚上，李燕查房时看到有个
房间的 5个孩子，被蚊子叮得满身红
包，因为太痒把包抓破了，疼得哇哇大
哭。她赶紧点蚊香、赶蚊子、哄孩子，
一直忙到深夜。了解到由于纱窗破洞
才进了蚊子，李燕连忙打电话给工作
人员张瑛华，让她第二天一早就去买
窗纱，把孩子们房间有破洞的纱窗全
换掉。

“因为我们的疏忽，让孩子们受
罪，心里有愧啊！”听到手机里传来李
燕呜咽的哭声，张瑛华也难过得一夜
没睡好，“孩子们是李院长的心头肉，
她是真心疼他们啊！”

从 2006 年 8 月负责筹建郑州市
儿童福利院，到 2008年 3月担任第一

任院长至今，哪怕再苦再难，李燕也从
没想过放弃，“一天天过去，看到躺着
的孩子坐起来，坐着的孩子站起来，站
着的孩子走起来，能走的孩子跑起来，
心中就充满了成就感。”

对每一个生命都不轻言放弃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是
“折翼的天使”，98%以上是残疾或病
患儿童，大约70%是脑瘫儿童。

作为院长，孩子们的生命健康是
李燕最大的牵挂。面对患重症疾病的
孩子，李燕从不轻言放弃。

2012年 6月，儿童福利院两个月
大的孩子郑子皓（化名）因术后护理不
周，造成整个胸腔被污染，皮肤溃烂，
奄奄一息，李燕带着工作人员立即将
孩子送医院抢救。经过近两个月的治
疗，孩子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情况依

然危急。医生下了诊断：“已经尽力
了，回去好好护理吧。”

看着子皓蜡黄的小脸、听着他微
弱的呼吸，李燕很不甘心。在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子皓被连夜送往北京治
疗，直到各项指标正常，李燕才松了口
气。为救治子皓，福利院花了 28 万
元，有人问李燕：“花这么多钱值不
值？”李燕语气坚定：“为了救孩子的
命，花多少钱都值！”

“李院长不忍看到孩子们被病痛折
磨，每一次都竭尽所能救治。”护理员王
琳琳介绍，在李燕的争取下，儿童福利
院与郑州一家医院合作，建立了全省首
个儿童福利机构专属病房——天使驿
家，累计救治孤残儿童4000余人次。

想方设法圆孩子们的梦

最近，李燕收到一个从上海寄来

的米老鼠玩具，摆放在办公室显眼位
置。“这是李小德（化名）送给我的礼
物，他在上海找到工作，开始独立生
活了。”4月 15日，谈起从儿童福利院
走出去的李小德，李燕的自豪之情溢
于言表。

李小德智力正常，但下肢瘫痪、大
小便失禁。12岁时，李小德拉着李燕
的手说：“妈妈，我想上学。”看着孩子
渴望读书的眼神，李燕决心为他“圆
梦”。她一次次地跑附近的小学协调、
跑教育局汇报，孩子不能自理，她答应
安排专人陪护；轮椅推不进楼上的教
室，她动员同学们成立互助组，抬着轮
椅进教室……

李小德如愿以偿进了课堂，他画
了一幅《给妈妈洗脚》的蜡笔画送给李
燕：“我永远也忘不了咱这个大家庭，
希望将来有机会报答院长妈妈和阿姨
们。”

按照规定，年满 18周岁的孤儿要
从儿童福利院转到社会福利院，或者
走向社会。李燕像所有父母一样为孩
子们的前程着急，希望自己多做一些
事情，让孩子们将来生活得更好。

到上海、天津等地儿童福利院考
察后，李燕启动了“家庭寄养”和“类家
庭”养育模式，让院内500多名孤弃儿
童圆了“回家梦”，享受到温暖的亲情；
申请开办特殊教育学校，开设自然常
识、美工、陶艺等20多门课程，实现全
院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全覆盖。十多年
来，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有近千名孩子
被家庭收养，20多名孩子成家立业、
走向社会。

“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在平
凡而特殊的岗位上，李燕用真情营造
了一个幸福和谐的“大家庭”，用真爱
谱写出一曲曲“爱的篇章”。③5

点亮孤残儿童生命的希望
——记“孺子牛奖”获得者、郑州市儿童福利院院长李燕

争做 河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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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梦园从没想过，自己年近 50
岁时还能“金榜题名”。除了上海交
大的宿管阿姨，她今年又多了一个
身份：她将和儿子成为同级的硕士
研究生。

去年开始，原梦园决定和儿子一
起考研。今年，儿子拟录取为复旦大
学研究生。原梦园也被拟录取为广西
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原梦园曾是河南新乡的一名银行
职员，2011年来到上海“全职”陪儿子
读书。因为酷爱文学，儿子上大学后，
原梦园参加了成人高考，考取了复旦
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

一次偶然的机会，原梦园在上海
交大生活园区里看到招聘公告。之
后，她应聘成为上海交大留学生公寓
的前台。她说，做这份工作看重的正
是大学里浓厚的学习氛围。

“虽然我爱学习，但考研还是心
里没底，儿子给我打气鼓劲，我也敦
促儿子坚持。儿子将考研复习书留
给我，没想到他老妈也一战‘上岸’。”

原梦园说。
考研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原梦园的工作节奏是上一天休一天。
决定考研后，她“不在工作的路上，就
在学习的路上”。

“由于记忆力差、背诵效率不高，
英语是我最大的难题，连着几百天背
单词，一天都不敢懈怠。”原梦园说，自
己报名参加了英语和政治的网课，坚
持在线完成了 500余节课程，还常常

回看复习。
“一遍遍重复，不气馁、不放弃。”

原梦园拿出自己的考研书，上面红色
的笔记密密麻麻。

在与留学生的日常交流中，她也
坚持用英语，以此锻炼口语和听力。
同学们也被原梦园这种“活到老学到
老”的劲头感染。

强劲的学习动力也来自家庭的影
响。“丈夫与我同岁，我们在河南时，他
是技校生，后来我鼓励他考研，他先读
了电大大专、自学考本科，2002年他
考取了硕士，2005年又考上博士。”原
梦园说，考研时自己每天学习，少不了
丈夫的支持和付出。

对49岁的原梦园来说，考上研究
生仍旧只是一个开始。“我想学好专
业，以后可以去偏远农村地区做一名
语文教师志愿者，帮助小朋友们更好
地成长。只要给我一个讲台，我就尽
情施展，努力让台下的孩子们都能感
受到求知的快乐。”原梦园说。

（据新华社上海4月18日电）

助力“一带一路”美好出行

宇通纯电动巴士驶入丹麦

习近平同巴林国王哈马德
就中巴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我国已同125国
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河南籍49岁宿管阿姨真励志

她和儿子一起考上研究生

原梦园担任宿管员时的照片 原梦园用过的考研书 资料图片

4月 17日，施工人员在南阳市“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会场进行调试
作业。该大会将于4月 28日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将向世界展
示月季故里的风采。⑨3 高嵩 摄

4月 14日，夕阳映衬下的济源市思礼镇万阳湖美景如画。近年来，该镇以建设万阳湖湿地公园为目标，狠抓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把原本破烂不堪、荒草遍
地的小水库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风景区。⑨3 卢天祥 摄

舆情暖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