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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人，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

会会长，镇平县宝玉石协会会长，镇平

县神圣工艺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业

40年来，从神圣公司到神鹰公司的升

级，从成立一个玉雕企业到建设中国玉

雕大师创意园，40年坚守，40年砥砺，

玉汝以成，用希望扩展希望，用行动筑

起了中国玉雕人才会聚的高地。

李杰南阳市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

阳市首届玉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中国民间艺

术家”。在“玉雕深孔加工技术研究”

“彩玉组合浮雕工艺的研究与开发”等

方面取得突破，设计制作的独山玉编钟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绝妙的东方

艺术”。

吴元全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

劳动模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

“民间工艺美术家”、中国玉雕大工匠

领军人物、河南省文化产业十大领军

人物、首批河南省文化产业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

会副会长、南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江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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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5日凌晨，武昌城城墙边再次响起

激烈的枪炮声与喊杀声，敢死队队长曹渊带领队员

们怒吼着革命口号冲到城墙脚下，冒着枪林弹雨架

起云梯攻城。由于守敌的拼命顽抗和助攻部队的

配合不力，孤军作战的敢死队遭遇了重大牺牲。紧

要关头，急于向后方报告情况的曹渊以膝为案，手

写战报，可当他刚写完“渊”字之时，一颗飞来的子

弹夺去了他的生命，横拖了三四寸长的“渊”字最后

一竖成为他的人生绝笔。时年24岁的曹渊是安徽

寿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牺牲前为国民革命

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不过，他还有另

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实上，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

立团，并不仅仅是一支普通的国民政府辖属军队，

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

和直接掌握下的一支革命武装。毛泽东曾经对叶

挺说道：你是人民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共产党的

军史要从你写起。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它表达

了领袖对历史的珍视与敬意。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1924年11月建立的“建

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其全部工作活动与

人事安排均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因此它成为我党

直接领导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周恩来亲自挑

选了5名共产党员担任“铁甲车队”的领导，士兵是

从各地调来的农民和工人，排以上干部均系共产党

员，全体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由廖乾吾任党小组

组长，直属中共两广区委领导。“铁甲车队”很重视

政治教育，每天有两小时政治课，主要讲授三民主

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情况等，晚上还要组织讨

论;党小组每周都要过一次组织生活，除讨论工作

外，还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25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以“铁甲车队”为

基础成立了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故通称

叶挺独立团。和“铁甲车队”一样，独立团虽然名义

上属第四军建制，但其一切重要事务和工作都是向

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请示汇报。周恩来亲自为独

立团制定了新兵训练计划和干部训练计划，编写了

政治教育提纲，并对广大官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叶挺对部队实行了严格

的“四操”“三讲”，“四操”即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

各一次军事训练、黄昏一次体操;“三讲”即上下午

各一次军事课和政治课，晚上列队点名训话总结一

天工作。这些制度与解放军现行的一日生活制度

颇有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新型人民军队

的雏形。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拉开大幕，军阀吴佩孚

下令聚拢部队据守“兵家必争之地”汀泗桥，并亲率

精锐昼夜兼程南下增援。于是夺桥这个艰巨的任

务，就被交到了第四军手中。8月26日，第四军首次

向汀泗桥发动进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但在丧心病

狂的敌人无差别炮轰下，参与肉搏的敌我官兵无一

生还，首战未捷。鉴于正面难以突破，次日凌晨，叶

挺独立团按照预先计划，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绕道

40里隐蔽迂回接近敌阵地，配合正面部队的全线攻

击，终于击溃敌军，占领了汀泗桥。而后乘胜追击，

当日便攻占了咸宁城，两日后占领贺胜桥。最后吴

佩孚只得乘专列仓皇逃回武昌。

纵览战争期间，率先从广东出发的叶挺独立团

首战碌田，长驱醴陵，力克平江，奇袭汀泗桥，大战

贺胜桥，攻占武昌城，打赢了一系列难仗、硬仗，涌现

出以曹渊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员英烈，为北伐前

期的迅速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武昌城获得解放之

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批准了中共独立团党支部

的建议，在武昌洪山专门修建烈士墓，安葬在此次战

役中牺牲的烈士。墓碑上镌刻有曹渊等191名先烈

的名字，以及“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无产阶级的牺

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缅怀之语，

“铁军”的名号由此响彻中华大地。

1927年8月1日，改写中国历史的南昌起义爆

发。南昌起义的主力，正是由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扩编而来的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其中就有由原叶

挺独立团扩编而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3000余人

和第十一军军长兼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5500人，占

到了起义军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把由共产党人亲

手锻造的革命利剑，代表着千千万万不甘宰割、奋起

反抗的中华儿女，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统治的第一枪，也翻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辉历

史的第一页。

铁军：共产党人亲手锻造的第一把革命利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孙瑜阳

猪肉价格持续回落 鸡蛋价格小幅反弹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货

源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稳中有降。

猪肉价格持续回落，上周全省猪肉零售均价为

45.03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51%，较上年同期下降

17.04%；牛肉零售均价为78.18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38%，较上年同期上涨3.82%；羊肉零售均价为

77.9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06%，较上年同期上涨

3.23%。生猪出栏持续恢复，猪肉价格下降明显，猪周

期进入下行区间，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弱势运行。

鸡蛋价格小幅反弹，上周全省鸡蛋零售均价为

8.33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85%；白条鸡零售均

价为17.76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33%。目前鸡

蛋产量保持高位，市场供应较为充裕，但“五一”临

近，各环节备货积极，预计近期鸡蛋价格将继续呈

稳中有涨态势。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上周全省粮食零售均价为

4.96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8%；桶装食用油零售

均价为16元/升，较前一周下降0.19%。目前全省

粮油市场供应充足，需求稳定，预计后期粮油价格

仍将以稳为主，波动不大。

蔬菜价格降幅较大，上周全省蔬菜零售均价为

5.66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4.07%。从具体品种

看，圆白菜、冬瓜、豆角、黄瓜、南瓜有所下降;白萝

卜、菠菜、西红柿、土豆、洋葱均有上涨。本地菜大

量上市，蔬菜供应季节性增加，种植和运输成本降

低，价格随之降低，预计近期蔬菜价格仍将在低位

运行。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上周全省水产品零售均

价为38.58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39%。其中，

蟹、大带鱼、虾、大黄鱼下降；鲢鱼、鲫鱼、鲤鱼、草鱼

上涨。目前养殖类水产处于投苗、生长期，市场供

应相对减少，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较

大。

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

会长，中国黄金珠宝总评榜（河南分

榜）“2012大河珠宝风尚排行榜”人物

获得者，独山玉是南阳玉雕产业的核

心和灵魂，挖掘独山玉文化，宣传推介

独山玉，提升雕刻工艺水平，他不遗余

力，以一个成功企业家的风范担负起

肩上的责任与使命。

阮明东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 杜来
辉）4月16日，台前县汽车产业园项目工地，人

头攒动、机声隆隆，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

象。当天，该县2021年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在此举行，20个项目集中开工，概

算总投资 40.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9.42 亿

元。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项目，涵盖工业、农

林水、城建环保、交通能源、服务业等多个领

域。其中，有苏州东展羽绒产业园等工业项目6

个，概算投资16.5亿元；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林

水项目3个，概算投资3.08亿元；台前县第二污

水处理厂建设等城建环保项目4个，概算投资

5.3亿元；乡村振兴示范工程等社会事业项目3

个，概算投资3.33亿元；台前县农村公路建设工

程等交通能源项目2个，概算投资2.96亿元；台

前县汽车产业园建设项目等服务业2个，概算投

资9.03亿元。

“这些项目的集中开工，是提升发展水平、

改善民生环境、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举措，将为台前县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该县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台前县 20个民生项目同日开工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近日，

巩义市公安局竹林派出所民警李

进峰利用反诈神器“金钟罩”，成功

劝阻一起冒充快递员的电信诈骗

案。当天，李进峰正在办公，手机

提示音打破了宁静，他拿起手机

一看，终结诈骗服务号“金钟罩”推

送了一条诈骗预警信息，信息显

示，在辖区内已经注册“金钟罩”，

微信号为“精灵仙子”的用户，有被

诈骗的风险。

这是竹林派出所自推广“金

钟罩”开展反诈骗工作以来推送

的第一条预警信息。李进峰立即

在手机上接受任务，并根据信息

反馈的联系方式，第一时间拨通

事主电话，向该用户表明了身份，

并劝阻其不要再与嫌疑人深谈。

为了更加有效阻止诈骗案件的发

生，民警根据用户提供的地址，迅

速出警，当面劝阻。据了解，嫌疑

人冒充快递员，称“精灵仙子”的快

递在运送途中造成损坏，因买有

运费险，所以要加其为好友进行

补偿。就在“精灵仙子”半信半疑

时，被民警李进峰及时劝阻。

近期，巩义市公安局把党史

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事上，以解决群众实际

问题为落脚点，坚决打赢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这场硬

仗，守护群众“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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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马爱国）今年以

来，确山农商银行推出的一款叫作“振兴贷”的

信贷产品，受到客户欢迎，短短3个月就投放该

项贷款4848笔、12.25亿元。

确山农商银行针对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和居

民生活消费等资金需求，推出支持乡村振兴的

专属贷款“振兴贷”，面向全县城乡自然人发放

纯信用3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具有利率优惠、

期限长、手续简便、结息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

下均可办理的优势。

为尽快发挥“振兴贷”支持乡村振兴的作

用，确山农商银行开展了以党支部为战区、网

点为战斗队的“英雄联盟，谁与争锋”劳动竞赛

和“党建+普惠金融”网格化服务营销、全员贷

款营销等活动，组织员工深入乡镇，进村入户

宣传、营销，扩大了“振兴贷”的群众知晓率和

覆盖面。同时，对贷款受理、调查、审查、审批、

放款各环节的办理进度进行了严格限定，当天

调查的贷款当天出调查报告，审查、审批要在次

日完成，审批后1~3天完成放款。

确山农商银行“振兴贷”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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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石鉴定师、河南省

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

长、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副理

事长、南阳市玉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会秘书长、镇平县玉文化

研究与传播协会会长、南阳市

首届玉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

物”，被业界称为“中国玉雕第

一局”玉雕管理局的第一任局

长，出版了《玉乡千秋》《玉润

中国》等10部专著。

王林 几十年来坚守、探索振兴密

玉方向；坚持精益求精的态度，

踏上振兴密玉之路。深知玉雕

技术人才是密玉振兴的根本，为

密玉雕刻行业培养国家级大师2

名、省级雕刻大师十余名、郑州

市级大师十余名，被誉为“不会

雕刻的雕刻大师”。2020年创

办河南密玉文化艺术博览园有

限公司，走出了数十年来密玉没

有交易市场的困境。

刘二振 高级经济师，国家职业资格

高级评审员，中国宝玉石鉴定

师，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从事

玉文化的研究和玉文化产业的

设计、规划和管理工作，多次组

织中国独山玉文化研讨会，组织

了七届河南省“陆子冈杯”玉雕

精品展，对独山玉雕刻艺术有一

定深度的研究，在国内工艺美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刘正彦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中，玉石文化行业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和先进企业。

为总结我省玉石产业取得的成就，展现玉石行业风采，树立行业品牌形象，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会联合承办的“中原玉石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先进单位、人物”推选活

动，自2020年12月以来，采取自愿报名方式，经过严格评审，现将获奖人物、单位予以展示，接受社会监督，希望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也希望获奖的人物、单位要再接再厉，为我省玉石文化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河南玉石文化产业功勋人物

率先提出独山玉“顺色立

题，依形创意”创作理念，创作出

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重要论坛

上进行交流。

2007年主持完成的《独山

玉的俏色工艺研究与应用》被

评为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

2008年主持完成的《独山玉的

俏色工艺研究与应用》获南阳

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刘晓强 国际工艺美术师、镇平

县十佳回归创业之星、南阳

市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镇

平县玉雕行业年度人物。镇

平电商盛典活动中被评为

“2017 年度影响力人物”；

2018年被河南省诚信文化

发展中心评为“新时代十大

诚信领军人物”；2018年“南

阳市第三届人才回归创新创

业之星”。

张艳豪

河南玉石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物

（排名不分先后）

（下转第五版）

4月19日，尉氏县邢庄乡郭佛村党员志愿者义务打捞本村党建广场附近水面的垃圾。近年来，尉氏县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整治，人居环境有了明显

改善。 李新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