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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这次能够带
领这么多孩子踏上中国的土地，我十分
开心，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河南的
好机会。”10月 3日，在 2019年海外华裔
青少年“寻根之旅”秋令营河南文化营开
营仪式上，新西兰领队激动地说。

据了解，本次“寻根之旅”秋令营河
南文化营活动由中国侨联主办，河南省
侨联、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
会承办，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支持。来
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泰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及河南省各界
人士120余人参加开营仪式。

据介绍，这次秋令营以“汉语、文化、
寻根”为主题，围绕书法、绘画、中医、武

术等具有中原特色的文化资源，通过课
堂教学、文化体验和参观访问等形式，让
海外华裔青少年深度探访郑州、许昌、洛
阳等城市，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
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

省侨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
动将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了解中
国国情和河南省情，让他们领略河南
的秀美河山，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通
过他们把精彩的河南故事讲给世界，
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推动河南对
外交流。③6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申亮亮已经离开 3年了，可在
申天国和老伴儿杨秋花心里，儿子
从未离开。

“咱亮亮获得‘人民英雄’和
‘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这些是他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自己养了
个好儿子，部队培养了个好兵，党
培养了一个好党员。作为他的父
母，我们很自豪。”65 岁的申天国
说。

9 月 25 日，申亮亮获得“最美
奋斗者”称号。而在 9月 18日，他
刚刚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

称号。
透过两项至高无上的国家荣

誉，循着英雄的身影，让我们再度
走进3年多前的西非马里。

2016年，当地时间 5月 31日，
一辆载有 500 多公斤炸药的汽车
冲向维和部队营区。正在岗哨警
戒执勤的申亮亮立即发出预警信
号，引导后方部队隐蔽。汽车爆炸
的瞬间，申亮亮奋力将战友推离岗
楼……生命的最后37秒，申亮亮没
有撤离现场，而是用年仅29岁的生
命换回了战友的平安。

申亮亮当兵11年，是一专多能
型骨干，入选过集团军“百名专业
技术能手”人才库，曾三次申请赴
马里维和。

“不见征戎儿，岂知关山苦。”
申亮亮的父母当时并不知道，由于

安全局势恶劣，马里被称为“联合
国最危险的任务区”。申天国说：

“维护和平、保家卫国是军人职责，
即便当初知道马里很危险，我和孩
子妈妈一样会支持儿子的选择。”

“亮亮对得起‘人民英雄’和
‘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申亮亮
生前战友郑二斌感动地说，“亮亮
的荣光，不仅仅是生命最后37秒中
的英勇，还有抗洪抢险中的奋不顾
身，还有平日里主动承担急难险重
任务时的担当！”

在申亮亮的家乡温县温泉街
道西南王村，他的遗像悬挂在“初
心·使命”教育馆里，追忆他事迹的
资料图文并茂，字里行间流露出无
畏的英雄气概。

西南王村是一个仅有千人的
小村，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入伍从

军者就达 70多人。该村充分挖掘
英雄文脉，将党建文化与红色文化
融合相生。该村建成了村史馆，打
造英雄文化长廊，兴建了“初心·使
命”教育馆，展出各类红色藏品，并
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英雄
故事”系列主题活动，让村民汲取
红色营养。

“英雄不是一天成为英雄的，
他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亮亮成为

‘人民英雄’，是我们村的骄傲，我
们感到无上光荣。”该村党支部书
记胡东兴动情地说。

英雄，从不会被忘记。申亮亮
家门前，那条原本叫“北一路”的道
路，现已更名为“英雄路”；村里的文
化广场也改成了“亮亮广场”，而位
于温县烈士陵园中的申亮亮的墓
前，盛开的花儿从未凋零……③4

把精彩的河南故事讲给世界

申亮亮：“蓝盔英雄”赤子心

10月 3日，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第三中队的民警在紫荆山公园热情服务群众。国庆期间，郑州市万余名公安民
警、辅警坚守岗位，为民服务保平安。⑨3 刘书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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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当过兵的人

最美奋斗者

（上接第一版）
田晶和石旸就是在“一叶茶”

认识的。28岁的田晶同样加入了
创客大军。白天，她在一家防腐
企业上班，闲暇时间和闺蜜合开
了一间服装工作室。“现在小城年
轻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了。”
田晶说，自己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选择了创业，有的做绘画、音乐等
教育培训，有的搞烘焙、美容、服
装、民宿等。

“东家小院”张子腾

“ 走 ，我 带 你 们 去 看 个 好 地
方。”晚 9时许，“一叶茶”老板高祥
军说，他的一位 90后顾客张子腾，
租用城郊一处废弃的厂院，创办了
名为“东家小院”的特色休闲餐饮，
天天客满。

“茶主”开车为记者带路，十多
分钟后到了“东家小院”。绕过红
砖砌成的影壁，踏着嵌在草地中的
石板，穿过一个个巨型水泥管道改
造成的情侣餐厅，走到老式实木门
板搭成的吧台前。

忙着张罗生意的张子腾说，同

样是开餐馆，他不仅讲究菜品的品
质，对就餐环境也十分看重，很多
年轻人特喜欢他家餐馆的这种风
格。

今年27岁的张子腾，家里经营
有卫材、防腐等传统生意，可他没
有选择继承家业，“我想做自己喜
欢的、有特色又时尚的生意。”

韩祎和杨喆

晚10时，在距离“一叶茶”不远
的另一条小街，一家名为“栖地”的
小店灯火通明。原木色的桌子、马
卡龙色系的凳子、玻璃吊灯，素雅
的白色墙面，各种风格的挂画，北
欧风、时尚范儿加文艺气息，让这
里成为不少年轻人来“打卡”的网
红店。

“‘栖地’取自 city 的谐音，英
文意为城市，我们也把它理解为

‘ 夜 晚 青 年 休 闲 的 地 方 ’。”“ 栖
地 ”的 老 板 韩 祎 和 杨 喆 ，都 是
1993 年出生的姑娘。韩祎白天
在一家单位坐办公室，晚上来店
里照看生意，而杨喆还开了一家
奶茶店。

“栖地”一楼为顾客提供茶饮
或者简餐，二楼则是一个个不同
风格的私人影院。看电影时，只
要扫一下茶几上的二维码，便可
以享受各种私人定制餐饮服务。

“栖地”每天营业到夜里 12 点，逢
节假日，如果不预约就很难有空
位。

“静吧”老板“00后”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子夜，穿行
在渐趋静谧的大街小巷，但见华灯
依然璀璨。

一家招牌灯光闪烁、名为“啤
酒故事”的酒吧吸引记者走进去。
没有印象中的喧闹，店内流淌着低
缓的音乐。几杯啤酒，一盘瓜子，
客人们坐在一起边喝边聊。

“我们是‘静吧’，顾客一般都
是偏爱啤酒的人。”店员是一位“00
后”小姑娘，姓杨，刚满18岁。她说
老板与她同龄，也是一位18岁的姑
娘。老板今天有事没过来，店内就
她一个人值班打理。一般晚上 10
点以后客人才开始慢慢多起来，到
午夜还会有客人来。③5

【采访札记】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面对自然

灾害频发、地上无资源、地下无矿藏

的窘境，长垣人靠辛苦打拼，发展了

起重、卫材、防腐等全国知名的特色

产业，造就了民营经济的坚实基础。

如果把老一辈长垣人称为“创一代”，

那么继承了创业精神又融合了新需

求的年轻一代创客——“创二代”们，

则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三产服务业。

数据显示，2014 年年底，长垣

仅有服务业市场主体 1734 户。而

截至发稿时，长垣服务业市场主体

数已经达到 16027 户，不到 5 年增

长了 8倍多。

消费在升级，服务供给也在升

级。在长垣，越来越多像高祥军、

张子腾、石旸、田晶、韩祎、杨喆等

一样的年轻创客，把服务业作为自

己创业的首选。接触了众多新事

物、新业态的年轻人，在成为“夜经

济”消费主体的同时，也在丰富着

“夜经济”的供给。不断涌现的市

场主体，活跃了市民的“夜生活”，

刺激了“夜经济”，正在成为长垣经

济增长的新动能。③5

长垣创客不打烊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力量。在我省有一批退役军人，他们有的自主创业，成为

行业翘楚、带动群众就业；有的扎根基层，带领一方百姓脱贫致富；有

的立足本职、敬业奉献，守护人民财产安全……他们是我省广大退役

军人的杰出代表。为弘扬和形成学习军人、尊重军人、崇尚英雄的良

好风气，今起本报推出一组退役军人的先进事迹报道,敬请关注。③9

编者按

□本报记者 周青莎

“那辆‘1949’牌号的检阅车一出
现，我的眼睛瞬间就湿润了。作为一名
退役军人，看到祖国日益强大，我由衷自
豪！”10月4日，谈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阅兵盛况，河南
储备物资管理局三七八处职工金海江
仍难掩激动。

1979年 11月，金海江从南召县参
军入伍。服役期间，他苦练军事技术，射
击、投弹样样拔尖，被部队评为神枪手，
多次受到嘉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他作为代理排长，不怕牺牲，英勇战斗，
荣立个人三等功。

1985年退伍后，金海江被分配到现
在所在的单位保卫科。那里地处偏远
山区，环境艰苦，但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工作，第一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然而，不幸突然降临。1986年 10
月，在一次去公安局送调查材料途中，摩
托车发生事故，他的左腿严重受伤高位
截肢。此时，他才24岁，新婚不到一个
月。

面对厄运，他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愿见人。“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低谷。
翻看以前在部队获得的军功章，我想起
流血流汗的军旅岁月，想起为国家和人

民牺牲的战友，我这点伤痛算什么？”经
过艰难的思想挣扎，金海江安装了假肢，
重拾生活信心，主动要求回单位上班。

此后，金海江负责200多名职工的
后勤事务。经历了涅槃重生，军人吃苦
耐劳、英勇顽强的作风在他身上更加凸
显。他从不因身体原因向组织和单位
提要求，反而处处为大家考虑，跑前跑后
地忙。

金海江自己也没想到，他凭着不服
输的劲儿，又在残疾人运动赛场拼出了
一片新天地。

在偶然得知残疾人也能参加运动
会后，他开始苦练标枪等项目，并且屡获
佳绩。1995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
赛，他获得男子标枪项目第一名，打破全
国纪录；1996年和2000年，他在连续两
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标枪第一
名，铁饼和铅球成绩也名列前茅；2000
年，在泰国举行的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
残疾人运动会上，他获得标枪银牌，为祖
国争得荣誉。

不仅如此，他还热心公益，常年资
助贫困学生。金海江说：“一日参军，终
身报国。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大家的帮
助给了我笑对人生的勇气。我只有为
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才对得起曾经的
一身军装。”③9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假期不休息很正常，村里还有很
多事要干。”10月 4日，在鹤壁市淇县
灵山街道大石岩村，该村党支部书记
徐光依然忙碌，开会、准备项目申报材
料、接待到村考察的客人……虽然离
家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他已经
好几个月没回过家了。

今年 66岁的徐光，曾在原北京军
区某装甲兵坦克师服役，转业后，先后
到新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河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等单位任职。2016 年
10月，时年63岁的徐光响应淇县县委

“头雁回归”工程号召，毅然放弃退休
后在郑州安逸的生活，只身回到家乡
大石岩村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与我27年军旅生涯、17年地方任职
经历相比，在村里工作的这几年是最艰难
的。”徐光说，地处深山的大石岩村出行
难、吃水难，村民都往外跑，曾是淇县有
名的软弱涣散村和省级深度贫困村。

为寻找大石岩村的出路，徐光翻
山越岭走访了全村 8个自然村，爬遍
了村里所有的山头、沟洞。

扶贫先扶志。他召集村里的老党
员、老军人、老干部，带领大家重温红

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将 13面红旗
插遍大石岩村周边的 13 座山峰……
徐光的一套“组合拳”，不仅唤醒了村
里党员的初心，也凝聚了全村的人心。

“大石岩村风光秀美，红色资源丰
富，适合发展旅游和教育培训。”认清了
发展路径，徐光就带着村民“大展拳
脚”：没有资金，他率先垫资7万元购买
工具和物料；缺年轻劳力，他就带着老
党员、老军人、老干部背着干粮上山。
慢慢地，越来越多村民不计任何报酬，
以记工分形式，参与到景区建设中。

经过两年多建设，大石岩村新开
发了 3 个旅游景点、回收了 1 个老景
点，开通了18.8公里的山路，废弃校舍
被改造成能接待 200人的人民食堂，
配套了景区服务中心和停车场……
2017年，该村集体收入实现“零”的突
破；2018 年，80户 263 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脱贫，游客数量达 10万人次，接
待各类社会团体观摩学习 121 批次，
旅游综合收入40万元。

看着荒山一步步变成宝山，徐光
说：“我们现在只是刚起步，还要扎扎
实实把基础打牢。完善 4个景点的基
础设施，继续做大教育培训，把红色旅
游和影视基地发展好。”③9

金海江

身残志坚 永葆军人本色

徐光

“头雁回归”山乡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