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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王占山出生在河北省唐山
市丰南县（现为丰南区）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幼年的他，曾目睹日本鬼子的兽
行，也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为乡亲们分田
地、分粮食的情形。“共产党为穷人，共产
党好”深深根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1947年，王占山加入解放军；入伍
第二年就找到连队指导员马占海，坚决
要求入党。

“为啥要入党？”马占海问。
“因为共产党让乡亲们翻了身，吃

上了饭。”王占山说。
“积极入党是好事，知道入党意味

着什么吗？”
“意味着啥，我都不怕。”
“党员不靠说，要看做！”
经过考验的王占山 1948年 8月光

荣地入了党。不久，平津战役打响，他
的入党介绍人马占海冲锋在前，在攻打
金汤桥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金汤桥被
攻克后，王占山所在连队仅剩 24人，他
们在桥上挥舞起胜利的战旗。

“共产党员就要作战勇敢，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为党牺牲，无比光荣。”

王占山永远也忘不了指导员的教导。
跨过鸭绿江，要打出军威和国威。

抗美援朝又是一次生死考验。
1953 年 7 月 18 日，朝鲜金城巨里

室北山，抗美援朝最后一战——金城战
役迎来关键一战。

小山洞里，战前动员大会正在进
行。

“请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24岁
的排长王占山站了出来。

“人在阵地在，有进无退、寸土不
让！”仅剩的76名战士，在他的带领下怒
吼着。没有子弹就拿石头砸，一次又一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久攻不下的敌军采取封锁战术，切
断供应。面对几乎弹尽粮绝的困境，连
队小战士们一下子没了谱，王占山说：

“咱们打死那么多敌人，他们身上都有
枪弹，夜晚敌人不打了，咱们就下去摸，
不就有救了。”

“我们摸了好几次，找回来 18挺机
枪、10多支步枪，还有一兜手榴弹；又摸
进了敌人的伙房，找了半袋子萝卜、罐
头，还有两盒烟哩。”讲起这段往事，老

人嘿嘿笑了。
王占山，人如其名，牢牢占据了这

座布满弹坑的山。
4天4夜，打退敌人38次进攻，歼敌

400余人；全连仅剩6人，阵地却寸土未
失。浑身是伤的王占山没等被送到医
院就昏了过去，经过 4天抢救，又从“鬼
门关”爬了回来。

讲起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老人平
静得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想起战
友，他的眼角已淌出泪水。

1958年，从朝鲜凯旋，王占山作为
志愿军总部代表一员在北京受到毛泽
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马文亚

组织美术学院师生手绘百幅画卷，
描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举办

“弘扬焦裕禄精神美术作品巡展”，再现
对群众有亲劲、抓工作有韧劲、干事业
有拼劲的党员干部光辉形象……

郑州大学充分发挥美术学科特色
和艺术育人功能，将党史学习与专业
实践相结合，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育人
实效。美术学院的海归青年教师们，
主动投身党史学习教育主题艺术创
作，加深了对百年大党精神谱系的了
解，纷纷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美院师生用艺术语言讲
好党史故事

郑州大学美术学院自2020年 9月
起策划开展“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手绘党史 100 幅”活动，围绕“开

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
动地”4个篇章，用美术作品全景式展
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全院师
生积极参与，最终遴选出 120余件，参
加“郑州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百幅党史画卷主题展览”。

这其中，教工党支部委员朱铂隆
创作的《百年党史百句颂》，在深情的
笔墨勾勒中带着大家重温党史；张乾
皓同学创作的油画《二七大罢工》，在
精心的色彩渲染间缅怀先烈；艺术设
计系教师张兴华带领学生创作的《红
船故事》绘本，获得第九届全国高校数
字艺术设计大赛一等奖。

除了“百幅党史画卷主题展览”备
受瞩目外，郑州大学主办、美术学院承
办的“弘扬焦裕禄精神美术作品巡展”
也好评连连。此次展览是国家艺术基
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展出的100
多件作品全方位展示了焦裕禄工作生
活的点滴，刻画出了他的光辉形象。

党史和艺术深度融合，以艺术之
美传承党史之光，郑州大学不断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海归青年教师纷纷递交
入党申请书

郑州大学组织美术学院海归青年
教师积极参与党史学习教育主题艺术
创作，大家不仅创作出了大量美术精
品，思想也得以升华，一封封入党申请
书，诉说着海归青年教师深厚的爱党
爱国情怀。

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归国
的李思明被方志敏烈士的爱国情操和
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以其散文名篇为
题创作了雕塑作品《可爱的中国》。李
思明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希望“以我所学，服务社会”。

从俄罗斯留学归国的汪梅创作了
油画《绿水青山》，以艺术形式宣传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英国留学归国
的邬秉豫创作中国画《红船》，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红船精神……一
大批海归青年人才从思想上、行动上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艺”心向党凝聚
起磅礴精神力量。

“当好红色根脉的守护者、传承
者，以艺术形式为党的伟大事业添砖
加瓦！”这是郑州大学海归青年教师们
发自肺腑的爱党爱国宣言。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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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盛夏时节，历经 8个多月的改造
后，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 6
月26日重新开园，全新亮相。

“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依托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
代王城遗址而建。”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区委书记虎强说，着力打造世界级
黄河文明寻根圣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观光体验目的地、国家中心城市会
客厅。

郑州商城距今已有 3600多年历
史，是中国商王朝的第一个都城——
亳都，是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多
的大型城市遗址，也是中华文明文脉
不断、人脉不息的实物见证，为郑州
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入列中国

“八大古都”提供了重要佐证。
“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

建成开放，坚持文物保护与城市发
展、民生改善、环境美化相统一，将为
传承弘扬商都文化、提升城市功能品
位、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发挥强劲的支撑作
用。”郑州市文物局局长、历史学博士
任伟评价。

“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
全新开放，是‘文化库存’的一次激活

和苏醒。”作为公园运营方，郑州市商
城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胡广宇满怀豪情地说，公园会继续
增加配套设施，引入非遗展览、文创
集市、裸眼3D展示等业态，讲好商都
文化，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
起来。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商城城垣遗址周长约 7公
里，目前保护展示范围包括商代都城
城垣地上所有部分、部分地下城垣遗
址和宫殿区遗址公园等，总面积41.6
万平方米。

“与之前相比，提升改造后的公
园，更加突出‘遗址’定位，彰显文化
尊严。”管城回族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党组书记李岚富有诗情地介绍，在城
墙保护范围外种植一排银杏树，像士
兵列阵一样拱卫城墙；通过疏林草地
的串联，使整个城垣遗址如金丝绒毯
上的展品；在城墙周围用黄金麻石材
做挡土墙，把珍贵的城墙包围起来，
更加衬托出城墙的宏伟高大。

从 3600 多年前
的岁月深处走来，古
老 商 城 换 了 个“ 模
样”走进现代生活，
让人们与历史更好
地相遇。③7

让文化遗产更好融入现代生活
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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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艺术之美传承党史之光
红色百年党史中的

海归青年教师李思明创作的雕塑
作品《可爱的中国》⑨6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月 29日
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河南卫视承
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综合
性舞台文艺电视节目《恰是百年风
华》在河南卫视正式播出，让青年对
话英烈，见证党带领人民走过的伟大
历程。

《恰是百年风华》由“青春·觉醒”
“青春·奋起”“青春·奋斗”“青春·启
航”四个篇章组成，节目内容丰富，有
情景表演、情景歌曲、叙事舞蹈以及
多媒体报告剧等多种表现形式。

当晚，音乐微剧《百年初心》拉
开了演出序幕，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
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

程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演出中，情
景表演《二七二七》，极具年代感地
再现了二七大罢工的壮烈场景；情
景小合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展现
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群众
全力支持革命的鱼水深情。随后，
叙事舞蹈《鏖战独树镇》、情景歌曲
《绒花》、情景表演《把部队送过河》、
情景组唱《最美奋斗者》、多媒体报
告剧《脱贫宣言》等精彩节目接连上
演，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无数革命志士筚路蓝缕，不怕流血
牺牲才换来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最后，在合唱节目《清澈的信仰》
激昂的歌声中，演出气氛达到高潮，
并圆满落下帷幕。③6

纪念建党百年文艺节目
《恰是百年风华》播出

“七一”前夕，在安阳市三官庙小
学，众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人群中，手摇国旗的王占山
格外显眼。

退休后的王占山担任了安阳军分
区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被
10多所大中小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

“我在儿童团的时候，被日本鬼子
围上了，让我唱歌，我就唱‘儿童抗战

个个有精神，齐心努力全力打日
本……’鬼子一听，把我两
腿提溜起来就往水里淹。”
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孩
子们。

记者采访他那天，正临近高考，老
人让记者录下他想对学子们说的几句
话：“学习是你们当前的战斗任务，学习
就是战场。老一辈流血流汗，现在不用
流血、流汗，就是需要你们好好学习，立
志成才，把智慧献给社会，把我们国家
建设得越来越好！”

王占山爱穿带兜的军装，兜里装着
钱，那钱是党费。每个月，他都会提前
到干休所交给组织；国家一有大事，他
准会送来“特殊党费”——两千、三千、
五千不等，他也记不清交了多少回。

“他前半辈子光想着打仗；后半辈
子，就想着还能给党和国家做点啥。”王

占山的妻子席蕴兰这样评价老伴儿。
王占山家的窗台上摆着一个相框，里

面是张抗美援朝时的喜报，纸张泛黄还
残缺一角，上面写着“一等功”三个大字。

“喜报原来一直在老家唐山，他从
没问过，一直到去年老家媒体来采访，
才把它捎回来了。”席蕴兰说。

10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
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
山河的英雄壮歌。战功赫赫的百战老
兵王占山和无数英雄一样，是我们最值
得尊敬的共产党人。③6

百战老兵
——记“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安阳军分区

原副师职顾问王占山

□本报记者 朱殿勇 周晓荷

92岁的老兵一身戎装，

坐在轮椅上，授勋时挺起身

姿，敬上了庄严的军礼。

6月29日上午，北京人

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河南省

安阳军分区原副师职顾问王

占山作为全国29名优秀共

产党员之一，接受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颁授的党内最高

荣誉——“七一勋章”。

“七一勋章”璀璨夺目，

老英雄难掩激动之情，轻轻

抚摸着说：“感谢党和国家

还记着我这个老兵！”

党不会忘记。共和国

不会忘记。

王占山，8岁入儿童团，

18岁入伍，19岁入党，在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和中越边

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出生入

死、屡立奇功，荣获志愿军

“二级战斗英雄”等称号。

戎马生涯几十载，战火

在他身上留下的38处伤疤，

见证着老英雄坚定跟党走、

为人民打江山的光辉历程。

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王占山常会想
起那些身边的老百姓，他们自己都吃不饱
饭，却会挤出半个玉米饼子、一块野菜饽
饽塞给解放军战士。他说：“军民鱼水情，
咱共产党的部队能打胜仗离不开老百姓，
作为党员，要报老百姓的恩。”

王占山退休后居住在安阳干休所，厚
待他人的人格力量感染着所里的每个人。

“我刚到政工科工作，王老就送来
一大堆书。我想掏钱给他，他说：‘你只
要把工作干好了，就是对我的回报’。”
干休所政工科干事张鑫说。

“那天，他半夜牙疼，一直忍着没打
电话，第二天自己来到了医务室。他
说：‘黑灯瞎火让小姑娘跑啥’。”医务室

护士曹小静说。
“他问我工资多少，我说‘七千六’，

他听成了‘一千六’，当天下午就跑到所
长那里给我‘讨薪’，还说‘如果组织有
困难，就把我的工资匀给她一部分’。”
医务室医生侯秋岩说。

关心别人的王占山，却甘守清简。
他的房间再寻常不过：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装修，摆着几件老家具；衣柜
里，衣服没几件，全是简单款式，一身军
装叠得整整齐齐；家里最抢眼的就是满
墙的老照片，见证着他一生的荣光。

干休所按规定配给他的车他不用，
外出总爱骑辆自行车，还开玩笑说：“这
是我的‘专车’。”“专车”直到他 85岁时

才“退休”。
一次，他感到身体不适，情急之下

前往驻地医院就诊。他嘱咐道：住普通
病房、开普通药。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能活着够
幸运了，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王占山说。

不爱给组织添麻烦，却爱“自找麻烦”。
有段时间，王占山听说干休所有人

反映公车使用有问题，立马就从家里搬
个小马扎，往大门口一坐，数着进出车
辆，每出入一辆车，就往小本子上画一
道，这一坐就是一个月。后来，干休所
根据他的意见，制定了严格的公务用车
办法，确定了“不准批近用远、不准中途
拐弯”等“八不准”。

二

三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6月
25日，安钢周口产能置换项目一期一
步工程炼钢连铸热试投产。这是周
口市首个投产运行的大型重工业项
目，标志着周口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近年来，周口市坚持完善产业体
系，狠抓“四大经济”，把强化重点项
目招商作为主要抓手，在项目攻坚

“沙场”上赢得主动，奏响了全市经济
转型发展的“最强音”。全市生产总
值跨过 3000 亿元台阶，连续 8 年稳
居全省第五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提高到 19142.8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实现 148.2 亿元，财税收入增幅进
入全省第一方阵。

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7%。食品加
工、纺织服装、生物医药产业跃进千
亿级，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型建材
产业迈进五百亿级。培育出驰名商
标12个、省长质量奖3家。安钢产能
置换项目的落地建设，填补了周口没
有大型重工业项目的空白。

临港经济蓄能增势。加快港口
及配套设施建设，组建港航集团，成
功加入河海联运港际合作联盟，有效
融入“一带一路”水运港口码头体系，
周口成为河南对接“海上丝绸之路”

的新起点、融入长三角的桥头堡和豫
东南对外开放的新枢纽。

城市经济繁荣发展。实施百城
建设提质项目 608个，完成投资 413
亿元。恒大智慧农业现代产业园开
工建设，投资超百亿元的益海嘉里
（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签约落地。
接连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园
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城市品质大幅提高，吸
引产业、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周口聚
集。

返乡经济培育壮大。连续举办6
次情系家乡周口行活动，成功举办第
一届周商大会，出台支持返乡下乡创
业 23条政策措施，新创办各类市场
主体 1.92 万家。吸引返乡创业人员
24.82 万人，创办市场主体 20.74 万
家，带动就业 130.51万人，走出一条
由“北雁南飞”的打工经济向“群凤还
巢”的返乡经济转型新路子。

周口，凭一股坚韧不拔的冲劲，
依托多式联运独特优势，积极承接新
技术、新产业转移，经济结构由一业
独大迈向多元支撑，为高质量发展集
聚新动能。“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
通达江海”的中原港城呼之欲出，“大
干快上三五载，请君再看周口城”的
庄严承诺正在实现。③9

“四大经济”加速周口腾飞

“七一勋章”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原副师职顾问王占山 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
在改革开放 43 年的伟大实践

中，我们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回首 43
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更加坚定
地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
国。

被称为“中国缩影”的河南，43年
来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恰恰是这一
论断的生动注脚。改革开放的号角
一经吹响，中原大地就萌动着创新，
播撒着希望，展现着强大的发展力

量。
43年来，河南扭住发展不放松，

用改革的智慧和开放的勇气，从“加
快发展”“科学发展”“全面发展”，走
向“高质量发展”。以勇挑粮食安全
重任扛稳“中原担当”，以“四大水系”
生态保护夯实“中原支撑”，以经济高
质量发展挺起“中原脊梁”，以疫情防
控的硬核力量筑牢“中原防线”，以黄
河文化传承创新守护“中原根脉”，以
出彩绚丽篇章丰富“中原探索”，展现
在世界面前的，是一个美丽的、开放
的、生机勃勃的新河南。③5

探寻百年风华背后的数字密码——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