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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市联动，点亮城市之光——

邀您选出郑州“最美地标”
网友点赞洛阳“智”造闪耀《厉害了，我的国》，专家点评——

借助“一带一路”让河南“智”造腾飞

08│焦点网谈

□大河网记者 张培君 郭同欢

一座地标，让人铭记一座城。从解放碑到双子塔，从
天府广场到九眼桥，从长江大桥到黄鹤楼，从二七纪念塔
到大玉米，从明城墙到大雁塔……这两天，重庆、成都、武
汉、郑州、西安五个城市的网友，都热情讨论着属于自己
城市的“最美地标”。

为展现新一轮改革发展大潮中，中西部五大在建国
家中心城市依托各自优势、你追我赶，用城市发展促进区
域繁荣的奋斗姿态，全国两会期间，大河网、华龙网、四川
在线、荆楚网、西部网五家网站，共同推出“一起携手，点
亮城市之光”特别策划系列活动。

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这五个城市都已获准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承载
着助推中西部崛起的历史使命。她们都是历史文化名
城，在“一带一路”上熠熠生辉；她们都是国家重要的综合
交通枢纽，肩负带领区域内其他城市发展、促进区域社会
进步的重要职责；她们铆足了劲头，携手前进，一起以饱
满的奋斗姿态决胜未来。

说起郑州地标，很多人会想到历史悠久的二七纪念
塔，它建于1971年，以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现
在郑州的地标越来越多，如中原福塔，高于同类结构的日
本东京铁塔(333米)和法国埃菲尔铁塔(321米)；“大玉米
棒子”——千玺广场，是郑东新区CBD的标志性建筑，被
称为中原第一高楼。还有郑州绿地中央广场的双子塔，
是目前中国最高双塔式建筑。

为了见证五个城市的发展变迁，彰显改革发展的决
心，记录五个城市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即日起，大河
网联合华龙网、四川在线、荆楚网、西部网等四家网站，在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共同推出

“五省市网友联动寻找郑州‘最美地
标’”活动，邀请五地网友畅所欲言，
选出心目中的“最美地标”。网友可
以用“图片+文字+理由”的格式，在
大河论坛《五省市联动 携手点亮城
市之光 一起选出郑州最美的地标
吧！》跟帖留言！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怎么舞龙
吗？3月6日，大河网友“无求自留”
在大河论坛发的图告诉我们，一个人
原来也可以舞龙。据“无求自留”说，
这些图片是他于2月19日在郑州碧
沙岗公园拍到的单人舞龙画面，很多
市民纷纷驻足观看。

供图：大河网友“无求自留”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何心悦 祝传鹏

截至3月 7日上午10点，根据相关统计，纪录电影《厉
害了，我的国》总票房在短短6天内就突破了1.45亿元，影
片中一幕幕中国巨变的场景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据
《河南日报》报道，影片中不仅有从洛阳走出去的航天员陈
冬，还有诸多洛阳元素，洛阳“智”造更是闪耀《厉害了，我的
国》。对此，河南网友好评如潮，认为洛阳“智”造作为河南
制造的代表，在推动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河南制造借由无数个超级工程，借助“一带一
路”，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网友“木子藤”心中的洛阳“智”造

对于洛阳“智”造闪耀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作为一名
曾在洛阳居住多年的知名网友，“木子藤”显然有着更多的
发言权。他说，其实除了《厉害了，我的国》里港珠澳大桥、
复兴号、天眼、天宫等出现的洛阳元素，还有中航光电的锂
电池产业、洛阳双瑞的风电叶片发电、太阳能产业等一系列
的洛阳“智”造。

“木子藤”表示，洛阳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落后曾
一直制约着洛阳的发展，显现出后劲发展不足的疲态。十
年前，为摆脱这一窘境，当时的洛阳着眼未来，长远谋划，抢
抓机遇，在“新企业、新园区、新基地”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大力推动发展“新洛轴、新一拖、新重工”等，以老带新发展
新兴企业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了洛阳当地科研院所的人才
优势。这样的发展态势可以用“蛋孵鸡、鸡生蛋”来比喻，经
过十多年努力才形成当下新基地的规模，才有了大家在电
影中看到的应用于超级工程高科技工业产品。

“我曾带当地网友参观过洛阳工业基地，其实当时大家
并没有太多感触，甚至有洛阳市民也疑惑这一建设何时能
见效果。经过十年的磨砺，才有如今的洛阳‘智’造！”“木子
藤”表示，如今“新企业、新园区、新基地”极具发展活力。曾
经的洛阳作为老工业基地，其传统知名厂矿也在这次转型
升级中开辟了新方向。当年的老军工企业为了改制，发展
新产品，积极与民企相结合，纷纷实现军转民，军民结合。
放眼未来，善于谋划，抢抓机遇可以说是当年洛阳工业振兴
的关键词。如今更是把包括机器人产业在内的诸多新兴制
造业纳入长远规划。可以说对于正处于产业振兴转折点的
洛阳充分利用创新驱动，才有了当下洛阳工业基地的活力
与发展。

“木子藤”认为，从“制”到“智”，一字之差，意义大不相
同。总之洛阳“智”造应该成为一个全河南省的范本和标
杆，从而更好地促进和带动中原崛起。“期待未来洛阳还会

涌现出更多的新产品、新产业，为国家建设注入活力。中原
兴则中华兴，中原强则中国强！科技创新再发力，神州中原
占鳌头。天眼天宫闪宇宙，河南制造展辉煌。厉害了，俺嘞
国，俺嘞大河南！”

为河南“智”造点赞 为新时代喝彩

网友“大河韩中玉”：洛阳，很牛！洛阳一直是全国最重

要的工业重镇之一，拥有中国一拖、中信重工、洛阳轴承、中

航光电、北方企业、河南柴油机、中国船舶材料研究所、中国

空空导弹研究所、中航光电研究所、黎明化工研究院等一大

批全国顶尖的企业和科研院所！

网友“大河寒江雪”：洛阳作为新中国老工业基地，曾经

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虽然有过沉寂，但在工

业 4.0 时代，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洛阳工业化进程开始焕

发新的生命力，洛阳制造开始向洛阳“智”造转变，并开始在

国家的众多“超级工程”中发挥作用！洛阳，这座千年古都，

在新的时代，必然将再次迸发出耀眼光芒！

网友“布丁”：现在的河南，正有一批你或知或不知的项

目，同样“厉害了，我的国”。除了洛阳的新洛轴、新一拖耀

眼港珠澳大桥、复兴号、天眼、天宫……河南的宇通客车、双

汇火腿、航空港、大玉米，无不令国人骄傲！让我们盘点一

下，还有多少河南品牌！厉害了，我的家，我们的河南！

网友“绣球花”：“牡丹向阳繁昌盛，雄鹰鸾鸟舞锦荣”，

“厉害了，我的国”。洛阳“智”造是大国实力的缩影，演绎了

国家情怀！我为我们伟大祖国感到自豪和骄傲，为新时代

喝彩！“中原更加出彩”是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借着“一带一

路”的东风，河南制造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借助“一带一路”
让河南“智”造闪耀世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富禄认为，
洛阳“智”造颇具实力，是诸多因素造成的。从历史角度来
看，洛阳是一个老工业基地，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拥有
一大批在国内外市场上叫得响的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
从区域政策角度来看，洛阳拥有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地
位，同时是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等国家战略的战略覆盖区，享受到了新型城镇化带来的
新动力、新活力、新红利。从创新引领发展角度来看，洛阳
市委、市政府和洛阳人民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体
制机制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型企
业、机构、人才，在众多核心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产业转型
发展成效显著。

对于新时代的河南“智”造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闪耀世界，张富禄表示，应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
东风，河南制造业应积极推进其高质量发展，做好以下几
点。明确产业方向。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建立现代产业
体系。重点是加快新兴产业规模扩张，促进传统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发展。转换发展动能。加
快培育和壮大新动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创新引领发
展。积极开展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战略，开展
重大专项攻关，实现新技术新业态方面的新突破。夯实企
业管理基础。开展企业创新管理专项行动，对标国际先进
标准，实施三品（品质品种品牌）战略，提升企业创新管理水
平，弥补管理、品质等短板，争创一流企业。解决发展难
点。强化科技、金融、人才等高端要素支撑，形成先进制造
和高端要素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

舞中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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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河南多家媒体对河南籍空降兵李道洲三次冲
进火场救人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网友纷纷致
敬，并评论称：“这是继火场救人英雄王锋后，又一位让人感
动的河南汉子。”李道洲的追悼会于3月7日上午10时在武
昌殡仪馆举行，很多武汉市民自发前往悼念，当天下午，英
雄的骨灰被送回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安葬。

李道洲三入火场不幸牺牲

3月 3日，武汉东湖花园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发生火灾，
正在休假的河南籍空降兵李道洲得知情况后，先后三次冲
进火场救人，在第三次冲入火场施救时不幸牺牲，其遗体被
发现时，仍背着被困女子。

李道洲，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人，1988 年 7月出生，

2005年 12月入伍，四级军士长军衔，生前系驻汉空降兵某
部直升机团汽车连七班班长。

已被批准为革命烈士，获捐18万元

3月 6日，记者从共青团武汉市委了解到，共青团武汉
市委、武汉市青联已决定追授李道洲同志“武汉青年五四奖
章”。6日下午，共青团武汉市委、武汉晚报传媒有限公司、
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华夏千秋教育基金向李道洲家
属进行慰问，并捐款18万元。

3月7日上午，救火英雄李道洲烈士追悼会在武汉市武
昌殡仪馆天元厅举行，他生前的战友、同事、亲友和自发来
的市民冒雨来送别英雄。当天下午，英雄的骨灰被送回老
家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安葬。当载着李道洲骨灰的车队驶

出大广高速公路出口，万余名群众冒雨沿途站满了通往烈
士陵园 7公里长的道路，他们含着热泪祈祝：英雄一路走
好。据悉，李道洲已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致敬英雄，英雄走好！

大河网网友“陌上花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我们心

目中的解放军战士！

网友@阳光味道儿-：空降兵都是好样的，向战友致敬，

一路走好。

网友@黑羽炫华1：很抱歉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英雄

走好。

网友@C家花儿_池子里开：您用生命诠释了军人的意

义，一路走好。 （祝传鹏 吴智星）

三入火海救人 网友追悼送别英雄李道洲

网事聚焦

□大河网记者
孙华峰

3月 5日和 10
日，大河报连续报
道了《灵宝男“背母
看社火”成网红》一
事，灵宝市五旬孝
子王天军“背母看
社火”的图片温暖
了万千网友，成为
媒体关注的焦点，
网 友 @偶 来 三 经
说：“我们为什么被
这样的画面感动？
因为他戳中了我们
每个人心头最柔软
的情愫。你背我长大，我背你变老。”

照片是网友“巴山夜雨涨秋池”拍摄的，当天是正月
十五元宵节，在当地看社火表演时，他忽然发现一中年男
子正背着母亲走在灵宝市区金城大道上，男子左侧是川
流不息的人群和社火表演团队，背上的母亲四处张望，男
子的手中还拿着一根拐杖。

“快步跑过去，用手机留下他前行的身影。我想，他
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人，也是可爱的人。”网友“巴山夜雨涨
秋池”写道。照片上传到网上后，迅速引来网友围观点
赞，有网友认出图中男子是灵宝市阳平镇乔营村的村民
王天军。

这张照片火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大河报奖励
王天军5000元，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市文明办也决定奖
励其3000元。对于这份奖金，王天军有自己的打算。“等
钱到后，我想全部捐给我们阳平镇的敬老院。现在我都
不好意思了，其实也就是个平常事……”王天军说。

王天军今年56岁，母亲已81岁。去年8月，母亲起
床上厕所时不慎摔倒，腿部受伤在家休养。今年元宵节，
王天军想着带母亲出去转转，便专门花钱雇了一辆车，将
母亲拉到30公里外的灵宝市区看社火。为了让母亲更
好地看到社火表演，他又从下车地背着母亲走了1公里
多。

@威子：好感动的一幅图!身为母亲的我真为这位趴

在儿子背上的妈妈骄傲和自豪！也许全世界的妈妈看到

这场景都为你的儿子点赞！

@小罗叙说：看到这样温馨的画面，一股暖流涌上心

头，让人非常感动，“百善孝为先”，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与那些打骂父母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他点赞。

@大笑江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趁着

父母还健在，趁着自己手脚还利索，多陪陪自己的父母吧。

@水中石头：没说的，咱河南人就是讲究孝道。俺

村的人，谁要是不孝顺就会被大家戳脊梁骨。对父母不

好的人，坚决不交往。

@河南凡人凡事：乌有反哺义，羊有跪乳恩。这位

男子虽看似普通的举动，但足见其内心深处那蕴藏着的

一颗大孝大爱的因子。

@笑醉天：大孝大爱，正能量，这才是厚重河南，这

才是中华文化，中国人的骄傲。应该大力宣传，发扬这种

精神。

河南男子“背母看社火”照片火
了，你怎么看？网友点赞——

你背我长大 我背你变老

扫码登录大河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