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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5月1日电（记
者 李文哲）“明天开始，我要出
趟远门了……鸟尊留言！”日
前，山西博物院微博以镇馆之
宝晋侯鸟尊的口吻刊登消息一
则。“小尊尊出差啦”“出门要照
顾好自己”……网友留言尽显
好奇和关心。

“出差”的镇馆之宝不仅有
晋侯鸟尊。4月 30日，“黄河珍
宝——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
展”在郑州博物馆新馆开展。
16 家文博单位共 42 件（套）文
物珍品聚首中原，为观众带来
黄河文化的饕餮大餐。

“这是晋侯鸟尊第四次‘出
差’，第一次来到河南。”特地前
来观展的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
慧国介绍，晋侯鸟尊 2000年出
土于西周晋国的首任国君燮父

墓中，是重要的宗庙祭祀礼器，
晋文化的象征和代表。

青海省博物馆的舞蹈纹彩
陶盆，将 5000年前先民们庆祝
丰收的喜悦场景跃然盆上，彰
显农耕文化特色；甘肃省博物
馆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运用
堆塑、雕刻等技法在陶壶顶部
塑造写实的人头人物形象，体
现精湛艺术技艺；宁夏回族自
治区博物馆的胡旋舞石刻墓
门，记录下盛世大唐充满西域
风情的时尚舞姿，见证东西方
文化交流……展厅内，一件件
国宝文物，串联起千百年来黄
河沿岸的动人故事。

据了解，本次展览也是正
在举办的中国（郑州）黄河文化
月的压轴活动，由郑州市政府、
河南省文物局主办，黄河流域

博物馆联盟协办，将持续至6月
1日。

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2019
年在郑州成立。该联盟由河南
博物院提出倡议，与青海省博
物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
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内
蒙古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共同
发起成立，45家博物馆携手共
讲黄河故事。

“展览是联盟成立后的重
要成果，得益于九省区的共同
努力。”联盟首届召集单位河南
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表示，将加
强黄河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和
交流，在文物征集、收藏、研究、
展示、教育和创意等方面不断
提升水平，推动黄河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九省区文物珍品聚郑州
奉上黄河文化饕餮大餐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5月 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以色列发生严重踩踏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以色列总
统瑞夫林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
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就以色列发生严重踩踏事故

习近平向瑞夫林致慰问电

一个国家的进步，镌刻着青年的足迹；一个
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跨越半个世纪，从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一路
走来，习近平总书记深知青年的渴望，格外关心
青年的成长。与青年通信，同青年谈心，参加青
年活动，常把青年记挂心间。深情嘱托、诚挚盼
望，为青年在奋斗前行的道路上点亮航标、指引
航程。

尺素传情，真情流露
写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同青年交流的方式

之一。
时隔 30多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曹兵海仍

然记得 1983年 12月的一天，他和其他几位河北
农业大学正定籍的同学一起读信时的感动。

信，来自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

离不开农村。可以说，家乡的 40多万父老乡亲
都在翘首以待，盼望着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
学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挑梁扛柱，竭智尽才。”
字里行间，满是求贤若渴的期盼，满是对异乡负
笈人的牵挂。

信的落款一句“你们的同志 习近平”，拉近
了家乡书记同远方学子的心。

受到习近平同志的真情感召，河北农业大学
1984届至 1987届正定籍 51名大学生中有一多
半人回到正定工作。

当年陆续回乡工作的大学生，如今已在当地
农业、畜牧、林业等一线部门独当一面，他们中还
走出了多位石家庄市、河北省乃至全国的专家。

一封封书信，一段段寄语，记录着习近平同
志求才思贤的真情。

2000年到 2013年，河北保定学院近百名毕
业生自愿到西部工作生活。

对于扎根西部的青年人，习近平总书记感同
身受：“我在西部地区生活过，深知那里的孩子渴
求知识，那里的发展需要人才。”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到基
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2014 年五四青年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从中南海传到边疆远
塞，飞进支教青年的心坎上。

赞许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志愿
者“用知识和爱心热情服务需要帮助的困难群

众”，勉励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
见识、增长才干”，嘱咐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
民情”……

一纸信笺，承载着始终鼓励青年向下扎根、
向上成长的谆谆教诲。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笔友”中，还有不少外国
青年。

“我们觉得您是好人，也很帅！”2019 年 2
月，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中文班学生，
在给习主席的中文信结尾袒露心声。

很快，他们收到了习主席的回信。习主席不
仅称赞他们“汉语书写工整、用词规范，‘太棒了’”，
更寄语他们“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

这份喜悦，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的师生
们和日本青年中岛大地等也感受过。

“愿你们青春正好、不负韶华，都能成就梦
想”，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学生卢多薇卡用信中的
话鼓舞自己。

“这是对我多年坚持的最好肯定和认可，让
我非常感动。”一封信种下并坚定了一名日本青
年做中日友好使者的理想。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寄望于青年。一
次次跨越山海的“信笺对话”，于润物无声中，滋
养着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之花。

亦师亦友，言谆意重
于青年学子，习近平总书记亦师亦友。“每年

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到年轻
人中间和青年学生相处，到学校看看。”

信守承诺，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青年学
子的“课堂”，谈梦想，论志向，说信仰，做青年人
前进、追梦路上的领路人。

1970 年 4月，当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遨游太空时，陕北黄土地上，一名 17岁的青年，
激动万分。40多年后，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
的第一个青年节，习近平来到见证新中国科技强
国梦的航天城，参加共青团“实现中国梦、青春勇
担当”主题团日活动，聆听广大青年抒发与祖国
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的青春感受。

“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
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习近平总书记鲜
明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中国梦熠熠生辉，伟大的召唤指引青年怀揣
梦想，大步前行。

中国有梦，青春无悔。“把自己的梦和祖国的
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将奋斗的平台放在祖国伟
大事业上，才能成就你们的理想。”习近平总书记
循循善诱的话语，令广大青年学子收获了关于青
春的更多思考。

身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
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
时代课题，鲜明提出青年成长应该遵循的价值坐
标——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4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四运
动策源地北京大学，以“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
要扣好”的生动比喻，指出价值观教育要抓早、抓
实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
大，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
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
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给出“勤学、修德、明
辨、笃实”的要求，成为当代青年修身立德的八
字箴言。 （下转三版）

习近平与青年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黄玥 高蕾

暮春初夏，郑州丹青路，烈士陵园内的
红旗迎风猎猎，在阳光下是最饱满亮丽的
鲜红。

烈士陵园对面的中原英烈纪念馆广场上，
由月季花组成的“郑州”二字，从空中俯瞰，宛
如镶嵌于大地上的徽章，熠熠生辉。

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伫立着，上面书写的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几个大字，镌刻在这片饱
经沧桑又生机勃勃的中原大地上，也镌刻在每
位前来凭吊烈士的人们心里。

不曾忘 那段浴血寻梦的历史

“留取丹心照汗青”，丹青路，便出自这句
诗词，其精神内涵，不言而喻。丹青路的南侧，
是建于1955年的郑州烈士陵园，北侧，是落成
于2014年的中原英烈纪念馆。 （下转二版）

市委党校春季主体班
学员聆听专题党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按照市委党史学习教育

安排部署，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福平近日到市委党校为党员
干部上党课。交流党史学习教育体会，领悟百年大党风华正
茂的“密码”和统战“法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作用，引导
大家在思想上站位人民立场，在工作中善用法宝广泛凝聚人
心。市委党校春季主体班学员及市委统战部中层正职以上干
部 500余人参加。

杨福平以《百年党史就是为民党史，法宝威力就是人民威
力》为题，从学党史悟为民：领悟“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密码”
和“法宝”以及学党史聚力量：法宝威力就是人民威力两个方面
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之道，（下转二版）

连日来，郑州博物馆新馆开馆及黄河珍宝展引起央媒持续高度关注，新华社5月1日播发通稿《沿黄九省区40余件文物珍品聚首河南郑州》，央视《新
闻直播间》5月2日播发消息，报道郑州博物馆新馆5月1日正式开放，同日开幕的黄河珍宝展让人大饱眼福。本报特予编发，以飨读者。

黄河珍宝展
让人大饱眼福

5月 1日，郑州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除古都郑州最具历史价值的
文物外，黄河珍宝展展出了沿黄九省区的文化瑰宝。

郑州博物馆讲解员谢响告诉记者：“我们普遍都认为瓷器是在两汉
时候才能烧制的，可是我们这件青釉瓷尊，它出土于距今 3600年前的
郑州商城，而且它的烧制温度也达到了 1200摄氏度以上，其实已经基
本具备瓷器所有的基本特征。

黄河珍宝展精选的 42件套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 27件套，其
中有三件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还有十多件曾在《国家宝藏》《国宝档
案》等电视节目中亮相，这些瑰丽的国宝让人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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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一季
度，我市进出口完成 1436.2 亿元，同比增
长 92.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整体增速
63.2和 13.1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额的
74.8% 。 其 中 ，出 口 909.6 亿 元 ，增 长
106.3%，进口 526.6亿元，增长 72.3%。货
物贸易高速增长，商务运行稳中加固、稳
中向好、开局良好，外贸进出口顺利实现

“开门红”。

郑州进出口额位居全省之首

今年一季度省市两级外贸进出口双双
实现“开门红”，展现强劲的经济发展势
头。其中，我市进出口完成 1436.2 亿元，
位居全省首位，占全省进出口额的74.8%。

据 统 计 ，一 季 度 ，全 省 货 物 贸 易
1920.8亿元、增长 79.3%，分别居全国第 9
位、第 6位，是增速前 6位进出口规模最大
的省份。增幅高于全国 50.1个百分点，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88.9%，两年平均增长
37.5%。济源、许昌、郑州、开封、商丘、三
门峡、漯河、鹤壁、信阳、安阳等 10地进出
口增长超过30%。进出口额前6位的是郑
州、济源、三门峡、许昌、洛阳、焦作，郑州位
居全省首位。

此外，数据还显示，我省外贸“朋友
圈”不断扩大。一季度，美国、欧盟（不含
英 国）和 东 盟 为 我 省 前 三 大 进 出 口 市
场。对美国进出口增长 198.3%，占全省
总额 21.3%；对欧盟进出口增长 70.4%，
占全省总额 11.9%；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31.7%，占全省总额 11.6%。同期对韩国
进出口增长 162.5%，对台湾省进出口增
长 61.1%，对日本进出口增长 34.8%，对
金砖国家进出口增长 25%，对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进出
口增长 60.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增长 45.9%。

多措并举助企业纾困解难

4月 7日，省内某出口企业因资金周转
困难，向浙商银行郑州分行提交出口退税
资金池融资申请，该分行根据政策开启了
绿色审批通道，当日完成额度审批。企业
经办人随即通过网银在线办理出口退税质
押融资 21.5 万元，贷款资金实时到账，对
这项业务连连称赞。 （下转二版）

英魂长存 铸就不朽精神丰碑
本报记者 孙新锋 李娜 文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宗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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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
100周年，从南湖启航的“小小红船”已经成长
为新时代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成就了今天的
盛世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由郑州报业集团、郑州日报推出“赓续
红色精神 永葆百年风华 ——【手把红旗旗
正红】”大型主题报道，通过实地探访、动漫
视频等多种形式，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系统展示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为民
族建立的丰功伟绩。今日推出第三篇《英魂
长存 铸就不朽精神丰碑》。

4月29日，社会各界人士在郑州烈士陵园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