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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行走在浙江绍兴东浦小镇
的青石板上，过锡麟中学，走
5分钟路程，就可见到一尊徐
锡麟烈士塑像。太阳下，烈士
身穿长袍，脚着浅口布鞋，手
执书卷，昂首前视。从铜像处
出发，穿过锡麟老街，便是徐
锡麟故居。

在这里工作了 11 年的讲
解员刘丽华说，1911 年，辛
亥革命胜利。孙中山亲自到杭
州致祭，说：“光复会有徐锡

麟之杀恩铭，其功表见于天下。”并书写挽联“丹心一点
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以此告慰先烈。如今，此联
悬于徐锡麟故居大厅“一经堂”。

徐锡麟（1873—1907），男，字伯荪，又字伯圣，别名光汉
子。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

1901年，徐锡麟受聘为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任副
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赴日本大阪参观
国际博览会，并转道横滨、东京游历考察。时值东京中国
留学生发起拒俄运动，他深受这股汹涌的爱国革命浪潮影
响，萌发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在东京期间，他积极参加营救章炳麟的会议，并慷慨
出资捐助。在这次会议上，结识了革命党人陶成章、龚宝
铨。回国后，在东浦创立热诚学堂，提倡国民教育。同时
在绍兴开办“特别书局”，传播新译书报，宣传反清革命。

1904年，徐锡麟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他在绍
兴创立体育会，又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
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之后他决定北上谋取官职，
拟掌握兵权，伺机发动革命。当年他捐得一个道员，被分
发到安徽安庆。

1907年 5月，“光复军”成立，徐锡麟被推为首领，
秋瑾任协领。他决定于 7月6日在安庆巡警学堂举行大考
时刺杀恩铭等人，提前发动起义。6日早晨，他与陈伯
平、马宗汉来到巡警学堂，召集学生进行演说。典礼开始
后，他从靴中拨出两支手枪，向恩铭猛射。随后，与陈伯
平、马宗汉率领学生直奔抚衙。藩司冯煦、臬司毓朗等逃
出后集兵反扑，他率学生转道占领军械所，双方激战4小
时，后与马宗汉等20余人相继弹尽被捕。安庆起义失败。

6日晚，冯煦、毓朗组织审讯。在公堂上，徐锡麟大
义凛然：“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
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面对审讯，他直认不
讳，即日惨遭斩首剜心。

徐锡麟牺牲后，遗体安葬在安庆城北马山。章太炎著文
歌颂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爱护学生的高尚品质：“山阴徐
君，生当其辰。所执大义，以身救民。手歼虏首，名声远闻。”

1912年 1月 21日，徐锡麟灵柩运经上海，在永锡堂
召开追悼大会。次日灵柩运至杭州，葬于孤山东南麓。
1964年，迁至杭州鸡笼山。1981年9月，归葬杭州风篁岭
下浙江辛亥革命烈士墓群。

徐锡麟牺牲 110年，家乡东浦镇启动建设黄酒小镇。
如今的东浦小镇，已经脱胎换骨成一个融生产观光、展示
体验、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刘丽华
说，黄酒小镇建设给东浦带来了人气，这两年，徐锡麟故
居的参观者不断增加。“尤其是周末，参观者特别多，来
自全国各地的都有，清明节前一天，光宁波一个团队就来
了250人。” （新华社杭州4月7日电）

“光复军”首领徐锡麟

“你所有风吹雨打、日
晒雨淋中的奔波和辛苦，
你所有偷偷躲在书店里背
下的诗句，在这一刻，都
绽放出了格外夺目的光
彩。”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
以这样诗意的语言夸奖一
个外卖小哥。

这个外卖小哥叫雷海
为，他那着一身红色外卖
工装的憨厚的笑容，这几
天刷屏了。4 月 4 日晚，

《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
决赛现场，外卖小哥雷海
为沉着应对，战胜一路顺
风顺水、夺冠呼声颇高的
北大硕士彭敏，获得总冠
军，爆了个大“冷门”。

总有美好能为生活添
彩，总有“达人”能让世
人惊艳，“冷门”的背后必
定有常人看不见的艰辛付
出。和别人玩手机打游戏
不同，在送餐的间歇，雷
海为总会抱着一本诗词享
受阅读的快乐。正像歌里
唱的：“不经历风雨，怎能
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
便成功。”雷海为 2001 年
从湖南娄底机电工程学校
毕业后，开始了打工生涯
——电话销售员、工地小
工、马路推销员、服务员、传
菜员、洗车工、保安……无
论做什么工作，在工作的
间隙，他总喜欢抽空背

诗。“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
时间，都会在某一个时刻
给你回报。”董卿鼓励雷海
为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如果哪位年轻人嫌你
儿时“当一个科学家”的
理想过于高蹈，难以化为
前行的动力的话，不妨向
雷海为借鉴学习，与其抱
怨理想太过遥远而焦虑迷
茫，不如实打实地从自己
的兴趣点出发，从一个个

“小目标”起步，靠自己的
本领一路“通关升级”，努
力成为自己期待的样子！

努力用心搭建人生舞
台、靠奋斗成为自己期待
的样子的，不只有年轻
人，古稀老人的坚持同样
能够得到时间的最佳馈
赠。在黑龙江，有一个叫
姜淑梅的年逾八旬的作家
老人，一生中经历过战
乱、感受过饥荒，在工厂
当了20多年的临时工，半
辈子都在为生计操劳。谁
能想到，原本大字不识一
个的她，60 岁开始认字，
75岁学习写作，76岁出版
第一本书，后来 4 年间出
版了 4 本书，78 岁成为中
国作协会员，80岁决定开
始学画，立志90岁前要成
为一名画家……这位被称
为“传奇奶奶”的老人
说：“这些事，有劲儿！”

人生是一段追梦的旅
程，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
大。外卖小哥雷海为和“传
奇奶奶”姜淑梅所创造的传
奇，为普通人的追梦故事写
下了生动的注脚。每个人
都是自己旅程的掌舵者，
驶向何方全靠自己掌握。

启航，什么时候都不
晚！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 吴 涛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这世
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市环境保
护志愿者协会会长谢丽以奉献为自
己的人生目标，不仅为世界增添了
一朵朵爱的花朵，也让自己的人生
多姿多彩。

谢丽今年 47 岁，2012 年 9 月
她开始参加我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
会的志愿服务活动。入会以后，见
协会没有办公室，她就主动找到合
适的房子租下来，并承担了每年的
房租。平时制作宣传展板、印制宣
传册、购置垃圾捡拾工具等也都是
她个人掏腰包。

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她
意识到，要想为更多人做好服务，
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调

动大家的积极性。于是，她多次组
织举办志愿者环保知识讲座。为了
抓好志愿服务，她带领协会开展创
建“五星级”志愿者评比活动，推
进协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协
会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以优良的作
风和扎实的团队精神，一次又一次
完成了市政府交给的任务。2017
年，她带领协会开展环保宣传活动
60余次。

因为她的努力工作，大家一致
推选她做协会会长。做了会长之
后，她为自己定下了一项做领头人
的准则：尽最大的努力为会员服
务。她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
的。她组织活动、布置工作，经常

把自己的生意和家庭置于不顾，积
极投身于公益事业中去。每年她都
会带领协会会员到偏远学校，为贫
困学生捐款捐物。仅去年，她就组
织爱心捐助3次，价值万余元。

“几年来，她救助了多少人、
捐了多少钱，她自己也不记得了。
在她的带领下，整个协会人心向
善，个个以会为家，战斗力大大增
强。”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在旺如是
说。

用爱心扮靓美丽人生
本报记者 丁新举

本报讯（记者 张 博） 4月9日，全省2018年中央一号文
件宣讲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民政部基
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陈越良作主题宣讲报告。副市长张
家明在我市分会场收看了会议实况。

宣讲会上，顾朝曦就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
兴战略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
全面的阐述。陈越良围绕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思想、新目
标、新任务，就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部署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辅导和权威的解读。通过宣讲，使广大参会人员认识
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
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精神，以强
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三农”工作，要以此次中央一号
文件的宣讲为契机，组织好全省的宣讲，切实抓好中央一号
文件的深入学习，把握精神实质、重点任务、政策举措，更
加主动地把河南“三农”工作推向深入，确保中央部署要求
在全省落地落实。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2018年
中央一号文件宣讲会

本报讯（记者 李 奇） 4月 9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罗军到市委老干部局进行调研。

在市关工委，罗军在听取了相关介绍后，对我市关工委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
支持，重视“五老”队伍建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
效。下一步，要积极建设和完善“五老”机构主体，开展

“五老”活动，发挥“五老”的作用。
随后，罗军来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先后查看了老干部

活动室、老年大学各功能教室、室外广场以及老干部活动中
心（老干部大学）的功能布局、设施配备等情况，详细询问
了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日常工作运转等情况，还走进教室体
验了学员们正在进行的乒乓球等课程，并与学员们亲切交
谈，询问感受体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罗军指出，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要深入学习中央和省
委、市委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准确把握其实质
内涵，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采取有效措
施，将其贯彻到老干部工作的方方面面。要坚持以人为本、
服务为先的理念，全面落实老干部各项待遇，不断提供更加
优质、更加便利的多元化、精准化服务，让广大老同志安享
幸福晚年。

市领导到市委老干部局调研

在身边

太平洋西岸，南海之滨，博鳌亚洲论
坛2018年年会盛大启幕。习近平主席将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

世界瞩目“博鳌时间”。从传统渔业小
镇到知名外交小镇，博鳌的变迁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性跨越。

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如何推动对
外开放再扩大、全面深化改革再出发，为
亚洲乃至世界发展贡献更大的引领力量，
全球期待中国声音。

春潮涌动，千帆竞技。乘着新时代的
浩荡东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激荡百年的民族复兴梦
想必将在改革开放新进程中得以实现，让
繁荣发展的世界更加美好。

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
代”：40年改革开放在世界舞台上
书写中国奇迹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
户农民按下的 18枚鲜红手印、1988年 4月
26日中共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
正式挂牌的历史一刻、2001年 11月 11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字仪式现场……

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长廊两侧，主题
为“新时代 新征程”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成就视觉展吸引中外嘉宾纷纷驻足。

30多米的长廊如一条时光隧道，一张
张照片、一段段视频，将中国改革开放中
难忘的历史瞬间定格在世界面前。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
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
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
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习近平今年初在春
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令人热血沸腾。

40年风雨征程，改革开放创造了令世
界赞叹的“中国奇迹”——

一分钟，26 人走上工作岗位；一分
钟，快递小哥收发 7.6万件快递；一分钟，
333万元投入研究和试验；一分钟，“复兴
号”前进5833米……

每一分钟里展现的“中国速度”，折射
40年来神州大地的历史性变迁。

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平均每年经
济增长速度达 9.5%，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
额从 1.8%增至 15%左右。即便近五年增速
放缓，经济依然年均增长7.1%,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超过30%。

出席论坛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40年前中国大陆人
均 GDP 只有 155 美元，排名全球倒数第
三；40年后这个数字超过8800美元，跻身
中等偏上收入行列。

40年春风化雨，改革开放成为强国富
民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减贫成就举世
瞩目。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人，城
镇新增就业每年超过1300万人，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以上，覆
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上世纪80年代就曾到过中国的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实现了举世无双的经济增长和减贫，
对全球经济发展也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
献，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借鉴。

40年昂首阔步，改革开放重塑中国在
世界舞台的角色——

来自各国的2000多位各界嘉宾汇聚一
堂，聚光灯下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
会，凸显中国非同一般的国际影响力。

今天的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

29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57个国家
以及主要国际和区域组织；在国内会晤外
国元首、政府首脑约 300人次……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频密的外交日程，
标注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崭新坐标。

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联合国大
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中国主张，为改革和优化全球治
理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被写入
联合国大会决议等诸多国际组织文件中，
显示出这一理念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
力、塑造力。

“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
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
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3年前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出的
铿锵之声，正在全球产生日益广泛的回响。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积
蓄澎湃动力，为世界作出新贡献

4月的海南三亚南田农场，丰收的气
息在漫山遍野的芒果园中流淌。26年来，

靠砍胶种果和旅游脱贫，空前力度的自我
革命推动南田农场实现从海南最差到最富
农场的大跨越。

“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招。”
出席论坛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迟福林说，同样，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关系中国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抉择。

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息。
今天的中国，正置身“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报告
作出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爬坡过坎，时不我待。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

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习近
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的话，吹响新时代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进军号。

今天的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唯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现实。中国进一
步推进改革开放会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
展机遇——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中国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进入质的提升

阶段，正开启“海阔凭鱼跃”的宽广空
间；同时，全球的目光正在东移，中国风
景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憧憬。

“深处全球改革浪潮中，谁能趁势把握
改革先机，就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
究中心主任肯特·凯尔德在论坛上说。

大有可为的机遇期，造福中国也造福
世界。

论坛年会围绕“全球化与‘一带一路’”
“开放的亚洲”“创新”“改革再出发”四大
板块，安排了60多场正式讨论，议题设置
透露诸多“中国机遇”。与会嘉宾一个明显
的共识是，“一带一路”倡议如大鹏展开的
双翼，不仅深化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带
动各国比翼齐飞。

今天的中国，仍面临转型关键期的诸
多挑战。唯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才能
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

放眼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
出，“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冒头；环顾
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
尚未解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
坚战任务艰巨……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
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4月2日召开的中
央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

“只有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深入，真正
用好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才能破解深层
次的利益矛盾，破除积存多年的顽症痼

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
进程中得以实现。”迟福林说。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奋
力书写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篇章

逐梦未来，靠什么劈波斩浪、奋楫扬帆？
“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思想再解

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凝聚起全面深
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
破。”今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

乡村振兴战略布局实施，三大攻坚战
打响，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启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纵深推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阔步前行，为
蓝图变为现实凝聚起不竭的动力。

新起点上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要以
“奋斗者”的姿态，脚踏实地、苦干实干——

4 月 6 日，博鳌镇南强村举行“艺
术+”美丽乡村落成仪式。

这个有着 300年历史的华侨之乡，经
过改造升级，一改昔日的破落面貌，实现
华丽转身，村民共享建设成果，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着力补齐重大制度短板，着力抓好改革
任务落实……新起点上中国改革开放更精
准发力，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办好办实。

新起点上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要始终
坚持新发展理念，攻坚克难、闯关夺隘——

国企国资、垄断行业、产权保护、财
税金融、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一系列
关键领域改革向深水推进，新起点上中国
用实际行动昭示更坚定的改革开放决心。

新起点上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必须
敞开胸怀，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发展
潮流——

5年前，习近平在博鳌发出“中国将
坚定支持亚洲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开放合作”
的有力声音，给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3年前，同样在博鳌，习近平向世界
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只有合
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
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
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在博
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将
就进一步推动构建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鲜明发出
中国声音，阐明中国立场。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能
永立潮头。

南海之滨，潮平海阔。博鳌亚洲论坛
永久会址东屿岛，像一只游向大海的巨
鳌，向太平洋张开双臂。中国潮与世界潮
交融激荡，共同谱写人类发展的美好未
来。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9日电）

千帆逐春潮 奋进新时代
——从博鳌亚洲论坛感受中国改革开放

◆关注博鳌亚洲论坛

4月9日，村民魏彩芝在梁园区潘堂村家庭农场内采摘葛花。近年来，梁园区鼓励当地群众通过土地流
转的方式自建农业观光园，盘活闲置土地，增加果蔬种植种类，打造集农业、采摘游、餐饮、娱乐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观光园，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