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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 河南人
强军精武河南兵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
代”，7月 24日，记者从省委宣传部获悉，“最美奋斗
者”学习宣传活动已进入群众投票阶段。活动组委会
正式公布了 722名“最美奋斗者”候选人信息，我省有
20名候选人名列其中。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力弘
扬“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价
值理念，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
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联合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6月中旬
活动启动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考察调研、广泛征
求意见、集体酝酿研究，提出了推荐人选名单。活动组
委会对推荐人选及其事迹材料进行汇总梳理，确定了
722名“最美奋斗者”候选人。

我省有 20位候选人入选，分别是：焦裕禄、史来
贺、吴金印、任长霞、张玉滚、李连成、王百姓、陈俊武、
裴春亮、常香玉、李芳、黄久生、李江福、李文祥、许帅、
燕振昌、胡佩兰、李灵、李向前、马海明。

据了解，学习宣传活动由推荐上报、群众投票、审
核公示、宣传发布、学习践行等环节组成，将评选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以来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
涌现出来的，来自生产一线、群众身边的先进人物，共
200名。

本次投票从即日起开始，至 8月 5日 24时结束。
群众可登录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移动
客户端等（投票专属页面 http：//zmfdz.news.cn）查
看候选人事迹，并按提示参与投票。投票期间投票人
仅可为每一位候选人投一票，最多可为200人投票，可
分次投票。③8

稳住“大粮仓”抓紧“粮袋子”

中原熟，天下足。素有“中原粮仓”之称
的河南，今年再次迎来丰收。国家统计局河
南调查总队发布消息称，2019年河南夏粮产
量达749.08亿斤，比去年增加26.34亿斤，再
创历史新高，且今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总
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夏粮增
产对全国贡献率达44.9%。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粮食问题曾是全国
的头等大事，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河南不
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环
境，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在河南省商水县杜店村，水泥路修到了
田间地头，每 50亩就有一眼机井，刷下电卡
就能自动浇地，全村3000多亩地不到3天就
能透浇一遍。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

排，土地平整肥沃，这样的高标准农田在中
原越来越常见。截至 2018 年底，河南累计
建设高标准农田 6163 万亩，农田基础设施
显著改善，抗灾能力明显提升，中原粮仓牢
牢地扎在了麦田里。

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中国人的饭
碗里要装满中国粮”——一批批农业科技工
作者坚定信念，潜心培育出一代代国产优良
品种。今年麦收期间，河南粮食高产的好消
息不断：永城市侯岭乡张井村的 1140亩麦
田，亩产达778.9公斤，再创黄淮麦区强筋优
质小麦高产佳绩；在焦作市，全市小麦平均
亩产达570.5公斤，创历史最好水平。

科技，持续助力中原粮仓。从育种，到
种植、田间管理，再到收获、加工的粮食生产
全链条，河南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越来
越高，科技贡献率不断提升。目前，河南小麦
良种覆盖率超过 98%，小麦生产基本实现
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农业技术指导粮食生
产全流程。

“稳住中原粮仓，把中国人的‘粮袋子’
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是中原河南必须扛起
的责任。”全国小麦育种专家茹振钢说。

广袤的中原捧出沉甸甸的收获：2018年
河南粮食总产量达 1329 亿斤，是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近 10倍；粮食亩产从 1949年的 55
公斤，增长到现在的小麦平均亩产436.62公
斤。从过去的“自己吃不饱”，到现在每年外
调 400亿斤粮食，河南为中国人“吃饱肚子”
作出了巨大贡献。

架起“新丝路”开放促发展

中原河南是中国地理中心，区位优势明
显、交通便利，近些年来，河南借助优势，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起了空中、陆
路、网上、海上四条“新丝路”，联通世界。

前不久，一架满载乘客的航班从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起飞，11小时后直达伦敦希思罗机
场，河南自此开通了直达欧洲的定期客运航
线。借助区位优势架起的空中丝绸之路，已
成为河南开放的“自主品牌”，带动河南加速融
入世界。2018年，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733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51.5万吨，客货
运规模继续保持中部地区“双第一”，一条连
天接地、物通全球的“空中丝路”正在建成。

“陆路丝路”越开越密。自 2013年中欧
班列（郑州）开行以来，已顺利运营6年整，已
覆盖24个国家的126个城市，由最初的每周
开行一班，到如今实现以中欧班列（郑州）为
主体的班列网络每周“九去九回”常态化运
营，境内外合作伙伴达 4000 多家，仅 2018
年运送累计货值就超过32.3亿美元。此外，
铁路枢纽对接沿海港口的“海上丝路”也越
来越顺畅，目前郑州至连云港、青岛、天津等
港口的海铁联运班列累计开行超过200班。

“网上丝路”更是让河南成为“买全球、
卖全球”的枢纽。在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来自全国的商品从这里销往世界，
来自全球的货物在这里发往全国。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保税的“郑州模式”，拉近了中国
消费者与世界市场的距离。最新统计显示，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园区跨境进出口单量累
计近3亿单，交易额累计超过350亿元。

4条“新丝路”将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
的河南与世界联通，依托“航空港”“自贸区”

“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河南从内陆
腹地一跃成为开放前沿，赢得了新发展，在

“世界地图”上描绘着更加出彩的中原。

绿色新动能 跑出“加速度”

在豫东平原上，有一片 6.9万亩的绿地，
这是 3代人用了近 70年时间守护下来的平
原林海。它就是商丘市民权林场的申甘林
带，名列“亚洲十大平原人工防护林”之一，

也是河南70年绿色发展的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引导产业转型发
展，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群众守护下
了一片碧水蓝天，也培育出了绿色发展的新
动能，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安阳钢铁厂诞生
在豫北，并不断发展壮大。但传统的生产模
式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问题不断
凸显，绿色转型成为安钢发展的新航标。
2014年，在钢铁行业最困难时期，安钢投入
8亿元，实施 26项环保治理。2017年，又投
入30多亿元，在全行业率先实现全工序干法
除尘。如今，安钢打造成为“森林式”厂区，
赢得新生：2018年安钢集团全年实现销售收
入512亿元、利润24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河南经济总量多年位居中西部地区之
首，但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能源原材料
产业占比高，主导产业“小散弱”现象突出，
产业结构不合理。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河南
不断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逐步改变了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
增长模式。2018年，河南着眼绿色化发展目
标，大力推进制造业绿色、智能、技术三大改
造，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28家，高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2.3%
和 12.2%，绿色发展培育出的新动能，助力中
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绿色不仅成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色调，乡村在发展和振兴中也回归本色，“农
业强”“农民富”更见“农村美”。在河南林州
市石板岩镇的南湾村，蜿蜒的山路平坦整
洁，石板房错落有致沿山势铺开，高山峡谷
的田园风光，吸引了大量游客旅游观光、写
生创作，催生出集观光、住宿、餐饮、休闲于
一体的产业链。

这是一片盛满丰收的田野，更是一片大
有可为的土地！

面向新时代、迎接新挑战，河南正紧紧
抓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
础能力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这“四张牌”，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志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谱写中原更加壮美
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郑州7月24日电）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通讯员 韩申国

每天清晨，当太阳悄然接近地平线即将
喷薄而出时，北京天安门城楼下，总会准时
响起一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国旗护卫中
队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跨过金水桥，穿过
长安街，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精准
升上旗杆顶端，飘扬在金色阳光里。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仪
仗大队国旗护卫中队。在国旗护卫中队荣
誉室，墙上张贴的“护卫国旗，重于生命”八
个大字十分醒目。“为了展示五星红旗风采，
维护伟大祖国的尊严，我们再苦再累也心甘
情愿！”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国旗护卫
中队中队长杜林说。

杜林 1987 年出生，老家在南阳市方城
县，2011年 12月入伍，在国旗护卫中队执行
天安门升降旗任务 1000余次。“天安门国旗
护卫队组建以来，一代代官兵爱党爱国、无
私奉献，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将‘护卫国旗，
重于生命’的庄严承诺，化作拳拳爱国之心、
报国之志。”杜林说。

“我的梦想就是当兵，大学毕业后，我选
择了参军。”杜林说，“国旗护卫中队的战士，
每年从上万名新兵中挑选出来。进入升降

旗方阵，更是每一位新战士的神圣追求。”
从普通一兵成为一名国旗护卫队员，杜

林最清楚其间的艰辛和酸甜苦辣。国旗护
卫中队的战士必须练好“三功”：一是“站
功”，腰插“十字架”、领别大头针、背贴硬板
床，要求站得直、站得稳、站得久，顶着大风
练站稳，迎着太阳练眼神，甚至用蚂蚁爬脸
练毅力；二是“走功”，腿绑沙袋、头顶砖头、
尺量步幅、表测步速，必须练到护旗方队横
看成行、纵看成列、步幅一致、摆臂一致、目
光一致；三是“持枪功”，护旗兵用的是镀铬
礼宾枪，夏天手出汗容易滑落，冬季冰冷的
手握不住枪，为了达到操枪一个声音、一条
直线，在枪托上吊上砖头练臂力，在腋窝下
夹上石头练定位，直到手掌拍肿了、虎口震
裂了、右肩磕紫了，才能闯过这道关。“每过
一关，都要流几斤汗，脱几层皮，掉几斤肉。”

杜林回忆：“国旗护卫队新兵训练时，每
天训练时间在 10个小时以上，日均行进 2.7
万步，经常湿透三四身衣服。4个月的强化训
练结束后，我的体重从195斤瘦到135斤。”

2012 年 7月 12 日，杜林在同批兵中第
一个补入国旗护卫中队方队。

“每天升旗降旗，保持与太阳升起和降
落同步，一秒不差；每次从金水桥走到国旗
杆下，正步行进96步，一步不差。”杜林说。

有人说，国旗护卫中队官兵是铁打的，
能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杜林告诉记
者：“没有谁天生就是铁打的，为了心中的信
仰，苛刻的选拔和严酷的训练，最终让我们
百炼成钢。”

每次升旗降旗，令杜林最难忘的是天安
门广场上围观群众的热情。杜林说：“头顶，
是飘扬的五星红旗；身后，是亿万人民的目
光。那一刻，你能看到他们眼中晶莹的泪
光，感受到他们胸膛急促的心跳。”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我们只有
护好‘祖国第一旗’，站好‘祖国第一哨’，高
举旗帜跟党走，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
托！”杜林的话语掷地有声。③6

中原河南：大有可为的土地

杜林：用生命护卫五星红旗

“最美奋斗者”开始投票
快为河南候选人投一票

7月 23日，无人机鸟瞰下的宜阳县赵堡镇常岭村，县乡公路、通组通户道路蜿蜒环绕村庄，村旁太阳能光伏发电板熠熠生辉，共同组
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近年来，该县一条条“四好农村路”的建成，给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光伏发电站、扶贫车间建到村头路旁，
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实现了“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⑨6 田义伟 摄

乡村振兴好风景

□新华社记者 王丁 宋晓东

沃野千里，这里是中

国粮仓；联通世界，这里

架起开放桥梁；山青水

美，这里书写绿色崛起。

这就是中原河南！

“伸手一摸是春秋文

化，两脚一踩是秦砖汉

瓦。”历经沧桑的河南大

地，承载着千年中华文

明。扭住发展不放松，扛

起粮食安全重任——河南

从曾经最贫困落后的省份

之一成为今天的农业大

省、全国重要经济增长板

块、内陆开放重要地区，

大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本报记者 谭勇

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电影《少林寺》让登封享誉
海内外。2018年，登封市接待游客突破1500万人次。

在深入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过
程中，登封市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巧做以文“化”
城大文章，着力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这个造型很有特色！”7月 23日下午，“百城建设
提质与文明城市创建”联合采访团赴登封采访，结合登
封历史文化特色、采用汉阙仿古形式建成的郑少洛高
速登封收费站，让采访团成员眼前一亮。“这已经成为
登封市对外展示良好形象的新窗口。”登封市交通运输
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进入登封
市，采访团首
先来到太室阙
游园，这里的

“禅、武、阙”文
化展示，让采
访团成员近距
离感受到少林禅宗文化。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
城市创建过程中，像这样的文化公园，登封市已经规划
建设了23处，全部对市民免费开放。

少林禅宗文化也吸引了社会资本投资登封，绿地
嵩山特色小镇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该项目总投资超
200亿元，总占地面积 3.65 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超
170万平方米，致力于打造中原地区有代表性的特色
文旅小镇。

让采访团成员感到震撼的，还有由少林寺走出的
陆海龙（圆峰师父）精心打造的禅心居，其将地域文化、
传统文化、乡村文化融为一体，游客可以在村落中体验
传统扎染、做陶艺、打银饰。这里还推出青少年夏令营、
暑期班等，同时培训来自我省及安徽、山东等地的乡村
建设人才。2018年，禅心居所在的杨家门村跻身中国
传统村落之列，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经验在全国推广。

登封市投资 5.5 亿元的市民文化中心项目，城市
展览馆主体已竣工，文化馆、图书馆明年7月完工。“项
目建成后，市民文化中心将成为登封传播历史文化、普
及文化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的大讲堂，也是对世界历史
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继承、延续和
发展。”登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雷新
亚说。

不仅如此，登封市开工建设投资 6亿元的郑州大
学嵩阳书院项目，打造中国中部国学文化研究传播基
地。投资 2亿元、历时 111天建成的气膜体育馆及周
边体育公园，显现出了“登封速度”，并成功举办了第十
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填补了登封公共性室
内体育场馆的空白。依托嵩山论坛这个高端文化论
坛，登封今后还将高标准规划建设华夏文明与世界文
明交流展示基地、嵩山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世界文明展
示中心。

登封市还建成城市书屋30座，让读书的文化氛围
成为城市建设的标配。以夜游产品打造为核心，拓展
书院河、嵩岳寺等周边区域，融合地标夜景、高端休闲、
文化体验、研学教育等功能，构建“嵩阳书院超级文旅
IP”，打造区域夜间旅游的流量池、打卡地。③6

巧做以文“化”城大文章

暑期里，开封市文化客厅成为孩子们的好去处，通
过体验印年画、拓印属相、团扇作画，孩子们不但感受
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丰富了暑期生活。图为 7
月24日，小学生正在体验印年画。⑨6 原书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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