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尚杰
四川日报记者 祖明远

5月 10日上午，四川省江油市创
元路上的江油·河南工业园内，企业正
开足马力生产。

“5·12”地震发生后，河南省以产
业援建和“交钥匙”方式，投资3亿元建
设了江油·河南工业园。如今，这里已
成为江油市工业的核心区，一大批项
目竞相入驻，为江油工业发展攒足了
后劲。

河南援建助推工业
园跑出加速度

一家生产酱油等调味品的企业，
每年接待游客竟然高达 30 万人次。
这家名叫四川清香园的调味品公司，
生产酱油的历史近 200年，可供参观
的内容很多，但一直没有展示的空间。

2011年，江油·河南工业园建成移
交后，清香园实现了“腾笼换鸟”——将
老城区分散的3个园区整合，搬进了面
积是过去5倍的新园区。同时，新园区
也上马了全自动灌装机器人生产线，现
在效率提升了4倍，成本下降到过去的
四分之一。

清香园的速度，在整个工业园内
并不少见。园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
书记熊大斌说，2012年，江油工业园
东区建成后，让一大批企业迈上了发
展快车道。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熊大斌说，
过去江油的工业集中分布在近郊，与
人口密集的城市“犬牙交错”，“想上的
项目很多，但‘衣服紧’，伸不开拳
脚”。而江油·河南工业园位于城市远
郊，扩容后，使得整个工业园区面积增
长了近4倍。

江油有比较雄厚的高端金属材料
和装备制造的基础，但受限于发展空
间，其升级和引进产业链配套项目的
冲动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释放。而河南
援建的工业园恰逢其时，一批老企业

得以技改升级，下游配套的汽车模具
等项目也集聚于此，产业发展的“化学
反应”也就自然发生了。

豫江牵手擦亮李白
故里文化名片

5月9日下午，冒着大雨，记者一行
来到了江油市青莲镇的李白故居景区。

地震中，该景区严重损毁，大量基
础设施和文物遭到破坏。河南省文物
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对景区进行
勘察，专门制定了文物修复方案，投入
资金5000万元，一年内完成了修复工
程。在修复的基础上，河南援建者还在
景区增建了“清风明月园”观景台，竖起
了李白伴月塑像，建设了一批配套设
施，对景区进行了整体提升。重新开业
的景区，年游客接待量提高了一倍多。

李白故里是江油市的一张文化名
片。而河南作为文化大省，历史悠久，
也拥有丰富的文物保护修复经验。在
对口援建过程中，河南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先后投入 8900多万元，对李白
故居和李白纪念馆进行了文物修复和
整体提升，为江油市进一步叫响李白
故里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在李白故居的山脚下，江油
市重点打造的青莲国际诗歌小镇雏形
已现，这是一个以诗歌文化为主题的
山水园林历史文化小镇。在其古韵浓
厚的展厅，第一眼看到的即是一池清
水，池边是李白举杯塑像，在星星点点
的灯光映衬下，水中李白的倒影随波
起伏。

在青莲国际诗歌小镇内，江油市
还启动了占地 2000多亩的李白文化
产业园项目，着力打造一个集文化创
意体验、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的综合
体，以擦亮李白文化这张名片。

保护，传承，发扬光大。一路走来，
李白文化的一脉幽香，已随一系列相关
文化项目的启动而散发出来。10年
前，青莲镇接待游客数量不足10万人
次，2017年这一数字已超过百万。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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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尚杰
四川日报记者 祖明远

“每每回忆起10年前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都觉得很值。”5月 10日上
午，在江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邓富玉
忙完手头的工作，对记者说。

“5·12”地震发生时，23岁的邓富
玉还在河南上大学。当听说团中央招
募抗震救灾大学生志愿者时，她不顾
家人反对，毅然报了名。2008 年 7
月，她和来自河南的其他29名志愿者
一起，登上了开往四川的列车。而她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让她与江油
结下不解之缘。

到达江油的第二天，邓富玉就投
入了紧张的工作。因为学的是工程
力学专业，她被分到江油市房管局参
与房屋安全鉴定工作。“每天早上 7
点出门，天黑回到住处，晚上还要写
鉴定报告，一天只睡几个小时，连续
两个多月都没有休息一天，跑遍了40
多个乡镇，感觉特别充实”。2008年
9月下旬，灾后重建刚刚步入正轨，还
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场特大暴雨袭击
了江油，引发的泥石流冲毁了部分房

屋，邓富玉又投入到了新一轮危房检
查、鉴定工作中。

和邓富玉一样，30名来自河南的大
学生志愿者在江油市的各条战线上，挥
洒着青春热血，也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2009年 7月，为期一年的大学生
志愿服务结束了，大多数志愿者离开
了江油，回到了河南。邓富玉也短暂
离开了几个月，2010年 4月，她通过
考试，进入江油市房地产监理交易所
工作。再后来，因为机构改革，她又到
江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

在邓富玉的感召下，男朋友也从河

南来到江油，在江油扎下了根。邓富玉
说，因为地震自己与江油结缘，从一个
短期志愿者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建设者。

10年过去了，邓富玉见证着江油
的快速发展：高楼越来越多，道路越来
越宽，城市越来越漂亮。她经常把江
油的照片发到30名志愿者的群里，每
次都能引发大家的讨论。而河南援建
的项目，也成了她重点关注的对象：豫
江大堤越发美丽、爱心小学书声嘹亮、
爱心小区绿树成荫……每每路过这些
地方，她都会回忆起10年前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③3

在福州闽江畔，一幅革命浮雕
颇为抢眼，上面刻画着中国共产党
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开展工人
运动的事迹，一股信念感“穿透”黄
岗岩扑面而来。

“他是一个信念极其坚定的人。
革命早期，事业能不能成功，完全是
一个未知数。很多人因为害怕、犹豫
走向了歧路，而他则到临牺牲的那一
刻依然十分坚定，并留下遗嘱‘希望
党组织教育我的子孙不要走与我相
反的道路’。”王荷波的侄孙王飞说。

在众多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
中，王荷波的名字也许鲜为人知。
然而，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中
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人
生经历、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

“品重柱石”的共产党员本色却永垂
青史。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 年
出生于福州。1916年，王荷波考入
津浦铁路南段的浦镇机厂。1922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浦
口党小组成立，王荷波是负责人之
一。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很快成立
了浦口铁路工会。王荷波严以律
己，公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一文
钱，深得工人群众的信赖。在他40
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大红绸，
上面写有“品重柱石”四个大字。

1923年 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
浦路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随后又
组织津浦路沿线工人举行罢工，有
力地支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
罢工。

1923年 6月，王荷波赴广州出
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
选为中央执行委员。9月，王荷波被
增补为中央局委员。

1925年 1月，王荷波在上海参
加了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
行委员。同年 2月，王荷波当选为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5月，
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6年2月主持召开了全国铁
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5月出
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继续被选
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7年3月，王荷波与周恩来、
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党的五大在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
监察委员会，王荷波当选为首任主
席。

1927年八七会议上，王荷波当
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北
方局书记。会后，被派往北京领导
北方党的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
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
展会员。由于叛徒出卖，王荷波于
10月18日被捕。

1927 年 11月 11日，王荷波被
军阀张作霖下令枪杀，壮烈牺牲，时
年45岁。

如今，王荷波离我们而去已有
91年，但他的精神仍然在鼓舞着后
来者。2017年，话剧《王荷波》在多
地上演，该剧编剧赵瑞泰说：“有的
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王荷波是后一种人。”

剧终时，“王荷波”深情地嘱托
道：“再见了，我的亲人们；永别了，
我的同志们！当你们以后过上了我
们曾经奋斗追求的幸福日子，要珍
惜啊！”台下，一位年轻党员热泪盈
眶：“王荷波为了信仰不惜牺牲一
切，时代在发展，现在生活好过了，
但初心不能忘。”

（新华社福州5月10日电）

□本报记者 王平

ICU，医院里的重症监护病房，是
一个配备了各种高端先进医疗设备、收
治危重症患者的抢救重地，也常常被外
界认为是冷酷无情、与死亡相通的地
方。而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
院区神经ICU病房，活跃着一支由护士
组成的青年志愿者团队，她们用责任心
和爱心竭力呵护患者生命，架起医患之
间沟通的桥梁，成为病人及其家属心目
中的“亲人”。

5月 10日 11时，郑大一附院郑东
院区神经ICU病房，距离家属探视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护士付玉洁结束了晨会
交接班、跟随大夫查房、巡视病房等一
系列例行工作。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
水，就立即开始了探视之前的询问工
作，了解病人身体状况，将他们的需求
和动向准确告知在外等候的家属，以便
做好探视之前的“交接”。

就在接受采访的间隙，付玉洁忽然
看到对面病床上的患者刘女士身体有
了轻微挪动，她迅速跑上前去查看状况。

“阿姨，有哪儿感到不舒服吗？昨
天你说头还有点晕，今天好些了吗？”

“可能在这里一时半会儿见不到家
里人，您别着急，一会儿咱的家属就能
进来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告诉他们
的？”

短暂的沟通交流和耐心安慰，让刚

刚入住病区的患者刘女士不再感到恐
慌和焦虑，紧张的情绪也舒缓了很多。

“神经ICU是医院里一个特殊的病
区，这里收治的病人病情重，24小时无
家属陪伴，一些清醒病人极易出现无助、
焦虑、紧张、恐惧甚至是精神崩溃，进而
对治疗产生恐慌或抗拒，而ICU护士是
与患者接触最为密切的群体，通过她们
对患者进行安抚和有效的沟通及心理
疏导，能够从很大程度上缓解病人紧张
的情绪，有助于身体康复。”工作在护理
一线的病区总护士长金歌感触颇深。

为了架起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打
造一个温暖、阳光的病房，病区护士们
在 2017 年 5月自发成立了“ICU 青年
志愿者团队”。除了每天对管床病人承
担 20多项基础护理工作之外，护士们

还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不停地奔波于
病区内外，把最真实温暖的声音及时传
递给最需要的人们。

爱心和耐心感动了很多人，志愿者
工作得到了患者和家属的认可。“记得
去年冬天一个家属进来探视，叮嘱我们
天气冷下班要多加衣服。”2011年大学
毕业后来到神经ICU病区工作至今，付
玉洁见证了太多生命的奇迹，也体验到
人间的悲欢离合，但她感觉收获最多的
仍然是感动。

“每当看到病区外家属们焦急渴望
的眼神，我们就更加坚定了对生命的坚
守和对工作的责任感。”采访中，护士们
一致表示，“让病人在ICU能够安心、舒
心，家属放心，这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②8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通讯员
袁楠）5月 9日，以“发掘中国品牌的
河南力量，让中原品牌影响世界”为
主题的中原品牌计划工程《品牌中
原说》电视栏目在郑州启动。

据介绍，中原品牌计划工程是
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与河南
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以纪念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线，以央
视国家品牌计划为依托，以“中原
品牌计划成就民族品牌”为内容，
以铸造“中原品牌影响世界”为主
题，联合组织开展的大型电视宣传
系列活动，整体定位为发掘（选出

来）+培育（塑造好）+传播（走出
去）。

中原品牌计划工程系列活动
包括《品牌中原说》栏目、改革开放
40周年河南企业发展成就展、中原
品牌峰会、中原品牌培育工程、中
原品牌使者选拔招募、豫品中国
行、豫品世界行等。该栏目将邀请
成长性的自主品牌企业参与录
制。据介绍，为保证品牌评选客观
公正，所建立的栏目评审团由 500
人组成，包括专家学者、商协会代
表、主流媒体、热心品牌建设的公益
人员和消费者代表。③7

“品重柱石”王荷波

发掘中国品牌的河南力量

《品牌中原说》栏目启动

中原大爱 点亮江油

□四川日报记者 祖明远
本报记者 尚杰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诗歌史上，李白和杜甫总是被相提
并论，但他们其实聚少离多。

公元744年，“诗仙”李白与“诗
圣”杜甫在洛阳相遇，这是中国文化
史上的一次经典盛会。这一年，李
白44岁，杜甫33岁，可他们生不逢
时，聚少离多。

1200多年后，李白与杜甫以另
一种方式“重逢”。在河南省援建江
油市的过程中，在维修受损的李白
纪念馆时，河南在馆内增建了杜甫
堂。“江油是李白故里，河南巩义是
杜甫故里，以李杜的情谊，来显示河
南和江油人民之间的情谊。”李白纪
念馆副馆长蒋戈说。

走进李白纪念馆的大门，穿过太

白堂，就是杜甫堂。这座独立建筑由
河南援建者设计建造。堂内展示有
杜甫的汉白玉石像，以及“三吏三别”
等杜甫诗作代表。杜甫堂棚顶采用
了河南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彩绘艺术，带有浓郁的“河南风”。

在整座以李白生平、诗作以及纪
念李白的艺术作品为主体的纪念馆
内，杜甫堂的出现不仅不显得突兀，
反倒为李白纪念馆增加了新的元
素。据介绍，李杜曾结下了深厚友
谊，并约定在四川相见。后来，杜甫
来到四川，李白却客死安徽。千年后
李白故里遭受震灾，河南人不远万里
来援建，续写了这段千年佳话。

5月 10日傍晚，下了一天的雨
渐渐小了。走出杜甫堂，门前的对
联——“谪仙诗圣自古日月联璧，巴
蜀中原而今风雨同舟”，读起来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③3

诗仙诗圣再携手

从河南志愿者到江油建设者

重症监护病房里爱心涌动

如今的江油，生机勃勃，美景如画。⑨3 江油市委宣传部供图

江油市努力擦亮李白故里文化名片。⑨3 江油市委宣传部供图

震后十年看变化

本报讯（记者 栾姗）今后，遭遇
异国拖欠货款或工程款，外贸企业
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直接索赔，
及时弥补资金损失。5月 10日，省
发改委与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签
署《关于协同推进河南省参与“一
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和
《中国（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应用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
进外贸企业和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出口信用保险系统建设。这意
味着外贸企业“走出去+上保险”将
成标配。

2017 年，河南货物出口总额
3171.8亿元，同比增长11.8%，居全
国第8位，比上年前移2位，明泰实
业的铝材、许昌瑞贝卡的发制品等

传统优势出口商品保持稳定增长。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发展势头喜
人，出口业务量达6.13万单，首次超
过进口业务量。

为降低外贸企业出口风险，两
项协议约定，充分发挥省发改委统
筹协调职能和中国信保河南分公司
的风险保障作用，加强省级层面的
政策引导和信息共享，强化在有关
规划和多双边产能合作机制方面的
合作；鼓励企业将出口信用保险纳
入风险管理机制，扩大出口信用保
险覆盖面，加大政策支持；推进中国
（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出
口信用保险系统建设，加强各类信
息资源的共享和对接，促进贸易便
利化和外贸稳增长。③3

我省全面推进出口信用保险系统建设

企业“走出去+上保险”将成标配

新华社华盛顿5月 10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他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
12日在新加坡举行。

特朗普当天早上通过社交媒体
推特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十分
期待与金正恩的会晤，并希望双方
的会晤能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特

殊时刻”。
金正恩9日在平壤会见了到访

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即将到来
的朝美领导人会晤将是一次“历史性
会晤”。他还下令特赦及遣返被朝鲜
扣留的3名美国人。10日凌晨，特朗
普与副总统彭斯在机场欢迎被朝鲜
释放的这3名美国公民返美。

特朗普宣布

美朝领导人会晤将于
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