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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
德国企业对中
国 新 增 投 资
11.3 亿美元，
增长70.7%

11.3
亿美元

最美奋斗者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记者 李凤虎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在登封市任长霞事迹展
览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展览馆共分图片、实物和影视等展
厅，收集了任长霞生前的实物、图片和
部分音像资料，真实形象地再现了任长
霞“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一生。“任长
霞先进事迹是开展主题教育最生动、最
鲜活的教材，在工作中，我将以长霞精
神为引领，争做新时代出彩公安人。”在
留言簿上，一位派出所所长这样写道。

任长霞，生前系登封市公安局局

长。从警21年，她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
苦和安危放在心上，忠诚履职尽责，维护
一方平安，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赞誉。任
长霞曾多次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获
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中国十大女
杰、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日前，
任长霞入选“最美奋斗者”名单。

2001年 4月 11日，任长霞调任登
封市公安局局长，成为河南省公安系统
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公安局长。上任伊
始，任长霞立即组织展开“百日破案会
战”，一批刑事案件在短时间内迅速侦
破。群众拍手称快，都说登封来了一位

“女神警”。
任长霞从一封群众举报信中获

悉，登封市避暑山庄嵩峰实业公司老
板王松纠集家族成员、刑满释放人员

在白沙湖一带，横行乡里，敲诈勒索，
民怨极大。任长霞决心打掉这个犯罪
团伙。经过近半年的艰苦侦查，王松
黑社会团伙 67人被一网打尽，创下了
河南公安史上的多个第一，此案被列
为 2001年中国十大涉黑案件之一。

任长霞担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 3
年，带领民警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0个，
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3420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4362 人。任长霞经常对民警
说：“公安、公安，心中只有‘公’，人民才
能安；人民警察，前面为什么加‘人民’
二字？就是让我们时刻牢记自己是人
民警察，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一切
让人民满意。”

2004 年 4 月 14 日 20 时 40 分，任
长霞在命案侦破途中突遇车祸，不幸因

公牺牲，年仅40岁。
任长霞的骨灰安葬在登封市连天

公墓。“任长霞是在登封工作期间牺牲
的，每年的 4月 14日，登封市公安局都
会组织民警开展祭奠活动，目的就是缅
怀任长霞的光辉事迹，弘扬任长霞精
神。”登封市公安局局长张遂旺说。

“母亲已去世15年，我从警也有11
年。当警察后，我更加懂得了警察的无
悔担当，我会一直沿着母亲的足迹奋力
前行，用心、用情、用爱守护群众的平
安。”任长霞牺牲时，儿子卫辰尧还不满
17岁，如今已经32岁，是郑州市公安局
的一名民警。

“我将继承母亲遗志，永葆忠诚本
色，做一个爱人民的好警察！”卫辰尧
说。③5

任长霞：人民爱戴的忠诚卫士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通讯员 岳
蔚敏）一张纸能承载多少历史变迁？答
案就在开封市文史学者刘海永收藏的
1500多张介绍信中。

9月 28 日，记者翻阅这些历经 20
多年收集的介绍信，发现大多由开封市
各单位出具，时间跨度从上世纪 50年
代至今，几乎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年。

“1984 年我国实施居民身份证制
度之前，百姓出行办事，介绍信是必
备。”刘海永说，那时候，介绍信就是一
个人的“通行证”。

从形式上看，介绍信是一张 16开
纸，左面或者上面是存根，约占五分之
一，其余五分之四是介绍信正文；正文
上列有介绍信编号、出（接收）单位、事

项、日期等。公章分两处盖，一处盖在
存根与正文之间的虚线上，另一处盖在
正文下方。

介绍信通常分两种。一种是普通
型，用于到外地探亲、联系工作、购买车
票、住宿等；另一种专用于政审调查，如
入党、提干等。

在刘海永的藏品中，有购买凳子、
自行车等家庭用品的，有购买活性炭、
布匹、角铁等生产资料的，还有介绍住
院等日常生活事宜的。

比如这样一张。“开封市第一木器
厂：兹有我厂职工徐治勤同志结婚需购
置三斗桌一张，椅子两把，请给予购买
是荷。此致敬礼。开封化肥厂革命委
员会办事组。1971年 12月 13日。”

这张介绍信所附购买发票存根显

示，一张三斗桌 31.60 元，两把椅子
15.68元，共计47.28元。

刘海永恰好收藏有开封市第一木
器厂 1971年 10月 21日至 1972年 3月
13日的销售情况报表。表内统计产品
有床头、三斗桌、大立柜、盆架、小饭桌
等 22 种，共销售 2085 件，折合木材
130.53 立方米。其中销售三斗桌 276
张，包括结婚用 159张、个人用 13张、
公用96张、本厂职工用8张。

“一纸小小的介绍信，忠实记录了
各个年代的计划生产和经营情况。”刘
海永进一步解释说，“比如那张徐治勤
买桌椅的介绍信，就反映出那个时代家
具毫无个性，单位、家庭一个样。”

“几十年前，要买一些特殊商品一
定是通过单位介绍信一对一方式。现

在，通过手机，百姓可以随时和成千上
万个商家交易。”刘海永说。

介绍信的盛行，是国家建设初期生
产落后与商品匮乏的写照。随着时代
进步，这种状况已然彻底改变。

资料显示，1949年，开封全市百人
以上工业企业仅有4家，经营消费场所
少得可怜；2018年，该市各类市场主体
已达 26.7万户，市场交易活跃，仅当年

“双 11”一天，线上消费总额就近 5 亿
元。

“介绍信淡出衣食住行领域，恰恰
是我们美好生活的最好体现。”开封市
发改委主任薛志勇表示，“百姓生活越
来越去计划化，商品化、市场化、信息化
日益成为社会发展主流，市场主体自然
会越来越活跃。”1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董晓跃）有的当大厨为客人烹饪
黄河大鲤鱼，有的当辅导员为孩
子们讲恐龙进化史，有的当讲解
员为游客介绍文物……连日来，
在洛阳，一档县（市、区）委书记当
导游推介洛阳“诗和远方”的节目
《晒文旅家底 游河洛大地》，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9月 12日起，由洛阳市委主要
领导点题、洛阳市委宣传部重点策
划，洛阳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大型文
化旅游竞演节目《晒文旅家底 游河
洛大地》正式上线，该节目通过洛阳
市各县（市、区）委书记做“导游”，推
介展示各县（市、区）文旅资源，助力
洛阳文旅融合探索与实践，受到了
观众的认可和点赞。

节目中，县（市、区）委书记走
在所辖区域的旅游点和休闲点，给
旅游者拍拍照，和老百姓唠唠嗑，

打打球、做个菜，观众通过荧屏和
手机近距离认识了这些“一把手”，
感受他们对加快当地发展倾注的
深情。

有专家点评：“一把手”抓文
旅，首先要懂文旅、爱文旅，洛阳这
场同题考试，考到了点子上。从考
试效果来看，洛阳的县（市、区）委
书记们不仅如数家珍地“晒”出了
各地“特而美”的文旅家底，也促进
了他们对“有宝贝还得会吆喝”的
新思考。

据介绍，截至目前，《晒文旅家
底游河洛大地》已播出 8期，节目在
电视首播外，还开通点赞、评论渠
道，接受群众参与互动。此次晒家
底游洛阳传播借助报纸、电视、广
播、PC端、微博、微信、客户端、手机
报、阅报屏、影院融媒体联合出击，
点击率、播放量超千万次，网友纷纷
点赞“接地气，很过瘾，为家乡自
豪”。③5

本 报 讯（记 者 董 学 彦 通 讯
员 化红军）9月 26日下午，景德镇、
铜川、龙泉、德化、禹州五大陶瓷遗
产地的代表聚在禹州市神垕镇，成
立陶瓷遗产地产业联盟，并签署《陶
瓷遗产地产业联盟神垕宣言》。

根据《陶瓷遗产地产业联盟神
垕宣言》，五大陶瓷遗产地将以陶
瓷文化为主题，共同打造一个文
化、开放、创新、公益和经济联盟，
联盟成员充分发挥各自传统的陶
瓷文化特色，有效整合各瓷区的优
质资源，举办以陶瓷为主题，多形

式的展览与交流活动，积极促进人
才、信息、科技等资源要素相互之
间的流动与分享，促进陶瓷文化全
产业发展。

神垕镇是中国钧瓷文化的发祥
地之一，因一炉窑火千年不熄而被
誉为唯一“活着的古镇”。钧瓷作为
五大名瓷之一，在我国陶瓷文化产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进入新时代，
先后有 100余款钧瓷被选作国礼赠
送各国政要，钧瓷成为推动华夏文
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
流的一张亮丽名片。③5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左
易和）9月 27日，中国（鹤壁）—德国
投资合作与智能制造论坛在鹤壁市
举行。

本次论坛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
务局、鹤壁市政府主办，设有主题演
讲、互动对话、项目路演、洽谈对接
等环节，旨在进一步推动鹤壁与德
国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德国联邦
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协会、德国联
邦隐形冠军企业协会、欧洲时报传
媒集团、商务部、省商务厅、中方企
业代表共计逾200人出席。

当前，中德两国正迎来进一步
深化经贸合作的难得历史机遇。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
中国新增投资 11.3 亿美元，增长
70.7%；中国企业对德新增投资 7.4
亿美元，增长 11.1%。”商务部投资
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殿勋表示，此次
德方代表团到访鹤壁绝非偶然，这

表明鹤壁在产业转型、生态环境和
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已取得长足
进步，对德国智能制造企业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

近年来，鹤壁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在全省率
先成立市委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
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以“最多跑
一次”为引领，以“互联网+”为支撑，
大力推进便利化改革。

鹤壁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加强交流、深化共识、增进友
谊，促进鹤壁市与德国在工业制造
方面的交流合作。③4

本报讯（记者 李悦）9月 28日，
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残疾人
联合会、焦作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云台山杯”2019 中国郑焦国际
徒步大会，在焦作市大沙河体育公
园举行。

以全民健身、健康中原、郑焦融
合、振兴河南为主题的郑焦国际徒
步大会，内容包括 10公里团体展示
交流组和 10公里休闲健身组。行

进路线途经引黄渠东岸、大沙河南
岸、迎宾路、山阳路、大沙河北岸、南
张路等，全长 10 公里左右。据介
绍，郑焦国际徒步大会吸引了国内
外徒步爱好者、徒步团体 1万多人
参加。

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徒步大会，
能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提升
焦作品牌形象，并带动体育、文化、旅
游、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发展。③4

晒文旅家底 游河洛大地
县（市、区）委书记当导游推介洛阳“诗和远方”

中国（鹤壁）—德国投资合作
与智能制造论坛举行

五大陶瓷遗产地代表聚会神垕

共同打造中国陶瓷文化 IP

2019中国郑焦国际徒步大会举行

小小介绍信 书写大变迁

郑州大学以“四个突出”为抓手 积极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教活动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赵炜 杨明

郑州大学认真制定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实施方
案，积极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师生喜闻乐见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着力“四个突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唱响“爱国荣校”主旋律，激励广
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执奋进之笔，担
责任使命，建一流大学。一时间在全
校范围内迅速掀起喜迎新中国 70华
诞的热潮。

突出思想内涵，深化主题教育。
学校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
活动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紧密结合，与一流大学建设紧密结
合，与推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紧密结合，精心部署，精彩纷呈。以
“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积极开展基
础理论教育、红色文化教育和传统文
化教育。校领导班子带头向广大党员
干部和师生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党课，组织开展“诵经典、赞祖国、
谱华章”教职工配乐诗朗诵比赛，“庆
七十华诞，建一流大学”基层成果巡礼
展，“祖国在我心中”主题征文比赛，

“国歌在我心，唱响新时代”同唱国歌
比赛等“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突
出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引导干部师生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将“小
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之中，以实际行
动厚植爱国情怀，争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突 出 重 要 节 点 ，营 造 浓 厚 氛
围。学校以承办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部分项目为契
机，摆放大型景观花坛，悬挂条幅、
彩旗，循环播放爱国主义歌曲，举办

“郑州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展”“中原
历史文化主题展”和“郑州大学十大
领域成就展”三个主题展览，并组织
广大师生前往观看，营造民族大团
结，学校大发展，喜迎新中国 70 华
诞的浓厚氛围。以 2019 级新生入
学和军训为契机，持续开展了一系
列以“青春告白祖国”为主题的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如举行万人升国旗
仪式作为新生“开学第一课”——万
余名新生升国旗仪式和国旗下的演
讲，在全体新生范围内开展“爱国、
爱知、爱校、爱己”“四爱”主题教育，
组织“我与祖国共奋进”新生唱红歌
比赛，把“爱国荣校”这一主题贯穿

到新生入学教育全过程，在全体新
生中营造了良好氛围。

突出社会实践，激发爱国情怀。
学校围绕“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
国”的主题，结合暑期社会实践，推出
了理论普及宣讲团、历史成就观察团、
依法治国宣讲团、科技支农帮扶团、教
育关爱服务团、文化艺术服务团、爱心
医疗服务团、美丽中国实践团、“感恩
郑大”招生宣传团、“扶贫攻坚”专项实
践团十大类社会实践项目。广大师生
秉承“求是、担当”的郑大校训，弘扬

“追求卓越”的郑大精神，奔赴全国各
地，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在亲身体验中
了解世情国情，更加坚定了当代大学
生用青春力量记录时代华章，以青春
誓言告白伟大祖国的信心、决心。此
外，学校作为河南省志愿服务培训基

地之一，每年培训全省志愿服务骨干
700 余人，依托全国首批“文明校园”
的丰沃土壤，形成了由红色助残计划、
绿色环保计划、粉色关爱计划、金色服
务计划、橙色宣教计划等“五彩计划”
为框架的志愿服务体系，成立 38个青
年志愿者协会，在校注册志愿者4.8万
余名，每年开展志愿服务项目 600余
个，校外长期合作基地 58个，每年约
有 35万人次的志愿者参与活动，为让

“文明之花”在中原大地绽放作出了积
极贡献。

突出传播手段，网上网下联动。
发挥学校综合性大学优势，在校园网、
校报、校电视台、有线广播、官方微博
和微信、新闻客户端和抖音等媒体平
台，分别开辟“我和我的祖国”“激扬爱
国情，笃行报国志”“青春告白祖国”等

专栏，以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形
式，发布了一系列师生喜闻乐见的作
品。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基层团支部
主题团日活动，“看世界、爱祖国”海外
访学团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以及

“70天的晨习、70年的纪念”研究生活
动等一系列师生便于参与的线下活
动，并在学校地标建筑物附近设置签
名告白墙和国旗、数字“70”等标识，鼓
励师生写下告白祖国的话语，与国旗
合影。此外，持续推出“郑大故事”系
列报道，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这一契机，重点报道在各条战线作出
突出成绩、为新中国争得荣誉的师生
员工和校友，讲好郑大故事，传播郑大
声音，在全校范围内营造浓厚的节日
氛围，用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9月 28日，信阳市南湾湖第七届开渔节开幕。随着一声开船令下，100多艘船只离
开码头，开展新一轮的丰收渔悦。本届南湾湖开渔节以“国潮迎华诞，渔悦南湾湖”为
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更为丰富的渔文化。⑨6

开渔迎国庆开渔迎国庆

收获满满

百舸争流

一张纸能承载多少历史？开封市文史学者刘海永
1500多张介绍信藏品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