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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里镌刻着鲜
明的红色印记，孕育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传承
了久远的历史文脉。

千年大计落子雄安，历史与未来在这里
交汇，传统与创新在这里融合。雄安新区将带
着“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
史文脉”的使命，开启新的文明创建之旅。

红色文化传统历久弥新

春日的阳光照耀在白洋淀的水面，波光
潋滟。水边孩童打闹嬉戏，游船不时划过，留
下道道涟漪。而 70 多年前，这里曾是水上游
击战的战场。

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前馆长周润彪说，
1939 年，日寇攻陷新安(今安新)县城，开始
扫荡白洋淀。

“到了秋天，雁翎队成立，初建时有渔猎
户 22 人，每人自带火枪和小船。他们对火枪
的性能非常熟悉，为了防止火药受潮，大家在
火眼和枪口插堵上雁翎。”周润彪说。

雁翎队后来发展到近 200 名队员。他们
在极艰苦的环境下，打日寇、锄汉奸、端岗楼、
拿据点，先后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 70 多次战
斗，歼灭、俘虏日伪军数百人。

“置生死于度外、不怕牺牲，为了保卫家
园奋起抗争，以雁翎队为代表的红色精神，极
大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周润彪说。

安新县赵北口镇赵庄子村附近的津保航
道是雁翎队伏击日寇的主战场，村史馆里存
放着抗战时使用的枪支等老物件儿。76 岁的
赵雁林说：“这里的人们有豪侠之气，战争年

代，很多老百姓自发保护干部、保护子弟兵。”
革命故事到处流传。66 岁的王木头一辈

子都在讲述白洋淀畔的红色故事，他的岳父
赵波是抗战电影《小兵张嘎》的原型。作为白
洋淀抗战纪念馆的讲解员，18 年来，王木头
划船行进约 3 万公里的水路，听他讲解的游
客超过了 200 万人次。

“我跟岳父一起生活了 35 年。老人在晚
年低调、朴素，但他的事迹却不普通。当时，他
年纪小，点子多、胆量大、战功卓著，在战火的
历练中迅速成长。”他说。

“很多人不知道安新在哪儿，但人们都知
道白洋淀、知道小兵张嘎。革命前辈的事迹永
远不会磨灭，他们的精神在新区建设中会得
到传承弘扬，激励我们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他说。

沧桑古韵源远流长

上溯千年，白洋淀流域曾是“燕南赵北”
“宋辽对峙”的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燕国
和赵国在此地筑起防御工事，遥遥相对。宋辽
对峙时期，这里既硝烟弥漫，又是边境贸易
“榷场”最早的发源地。

“大家常说‘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
这可是有历史依据的。”对当地文化颇有研究
的雄县退休干部郭贺明说，相传，荆轲刺秦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
雄悲歌，就是从这里传出。

有一种主流的史学观点认为，今日白洋
淀河湖港汊、河道交错的格局，最早形成于北
宋时期。

“古代以水护邦，现代以水兴城，未来水
城共融。”郭贺明以简约的话语，概括了白洋
淀的变化脉络。

约一千多年前，白洋淀常因水而困，水大
时泛滥，无法耕种，水小时不利于防边。有官
员上书朝廷建议屯田戍边，遏制辽国骑兵。郭
贺明说，官员为秘密勘察水势，组织了“蓼花
游”，以赏花为名，暗测地形，筑建塘泊防线。

后来，历经治理，白洋淀里淀泊与河道相
接，深处可以行船，浅处可以种稻、栽苇，形成
稼禾四野之势。

三个县境内有众多文化遗存，如新石器
时代遗址、春秋战国时期遗址、古战道等。周
润彪说，雄县、安新、容城三县有独特久远的
建置史，如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雄安
新区。

“在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中，要保存历史记
忆、延续文化脉络，让传统文化继续在新区的
建设中得到传承，内涵得到不断丰富。”他说。

淳朴乡风薪火相传

从容城通往安新的白洋淀大道上，有一
座三贤文化广场。当地人引以为豪的“三
贤”——— 元初知名学者刘因、明朝名臣杨继
盛、清初大儒孙奇逢，是当地崇尚忠义淳朴乡
风的标志。

“当年，杨继盛以国家利益为重，冒死揭
发奸臣严嵩，后被打入监狱，哪怕家破人亡，
也宁死不屈。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义无反顾，
数百年来为容城人传颂和敬仰。”容城县志主
编曹宏宇说，“三贤”的事迹滋养了一代代容

城人。
忠义、善良、豪爽，历史延续下来的淳朴

乡风，将在新区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
白洋淀王家寨村望月岛上，67 岁的陈茂拴跟
老伴儿经营一家民宿，“五一”旅游旺季来临
之前，家里人忙着用木船运来啤酒、可乐和零
食。“这些年我受益于党的政策，生活越来越
好。”老人说。一年下来，老两口经营的民宿能
有 30 多万元收入。

“未来白洋淀要清污、疏浚，如果需要我
们搬迁的话，我是老党员，我第一个搬，为了
国家大事义不容辞。”陈茂拴说。

安新县三台镇聚集了 3000 多家大大小
小的制鞋企业。新庄窠村党支部书记马双武
说，为了新区的发展，很多企业必须淘汰旧设
备、提升产业水平。“我儿子也经营了个鞋厂，
雇了六七十个人，在当地规模算小的，不知道
能不能留下来，但是家里人商量，不管怎样都
要服从大局，服从新区建设，舍小家、为大
家。”

记者采访所及，当地干部群众都表达了
服从大局、积极支持新区建设的心愿。虽然旧
家难舍，但乡亲们认为，作为雄安人，不能固
守一己之利，让搬就搬，相信政府会安排好自
己的生产生活。

“新区建设不仅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也
会带动一场社会风气的变革，未来新区应该
保持现代性、开放性，但同时要避免泥沙俱
下，要让新区成为一座道德之城、文明之城、
创新示范之城。”郭贺明说。

(记者娄琛、熊争艳、任丽颖、陈炜伟、王民)
新华社雄安 4 月 20 日电

雄安：守护好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文脉

20 日，97 岁的台湾抗战老兵胡定远重返
老家四川泸州，和分离了 77 年的亲人团聚。

胡定远生于四川省泸州市一个贫困的农
民家庭。1940 年，快满 20 岁的他在赶集路上
被抓壮丁，从此和家人失联。在泸州合江县的
码头上船，顺长江而下，胡定远被押送到湖
北，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名普通士兵。

再次踏上故土，胡定远已是身材佝偻、白
发苍苍的老人。他父亲的坟上已经长出厚厚
的苔藓。

“出来这么多年也没孝顺到你，爸……”

胡定远痛苦地闭上眼睛，手里攥着的三炷香
随着身体颤抖。不顾众人劝阻，他吃力地跪倒

在坟前。

胡定远随国民党部队辗转抗日，后又从
大陆到了台湾。

在两岸隔绝的年代，胡定远迫于当时的
社会环境，不得不把思乡之情埋于心底。

九年前，两岸实现海运直航、空运直航和
直接通邮的“三通”。

记忆开始模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白
米洞、太慈寺等家乡地名深深铭刻在他心头，并
最终成为帮助他寻找到在世亲人的关键线索。

不知多少次，胡定远在梦中见到和父母、
兄妹团聚的场景，梦见川南茂密的竹林，梦见
香喷喷的腊肉……

今年 3 月老伴离世后，思乡之情在老人
心头更加浓烈。19 岁的继孙女彭怡惠看出了
他的心事，通过网络媒体求助寻亲线索。

33 天后，在大陆志愿者、媒体和泸州当
地政府的帮助下，胡定远的在世亲人终于被
找到了。在视频的那一头，见到外甥的胡定远
痛哭失声。

19 日晚 9 时左右，从台北飞往成都的
3U8978 航班徐徐降落在停机坪。头戴深蓝
色棒球帽，身着银色西装、白色衬衫，胡定远
在继子彭松源和志愿者的搀扶下走下飞机。

今天凌晨四点，胡定远早早起身，穿好一
身正装，在沙发上一直静坐到天亮。

和胡定远同车的人说，当汽车接近老家
的一处坝子时，老人瞪大了眼睛，他认出了幼
年生活的地方。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胡定远喃喃
地说。他几乎忍不住要在正在行驶的商务车
里站起身。

“爸，我们以后每年来看，好不好？”彭松
源扶起在坟前哽咽的老人。

彭松源表示，等到女儿今年考上大学后，
再陪老人一起返川省亲。临走前，胡定远老人
把一沓钞票塞到在四川的外甥手中，嘱托他
为双亲修座墓碑。

(记者王迪)新华社成都 4 月 20 日电

漂泊七十七载，台抗战老兵终圆归乡梦

新华社长沙 4 月 20 日电(记者张玉洁)
“以前我的生态公益林面积只有 2 亩，通过核
实整改，现在到户面积有 21 亩，还清退了
348 元，我非常满意！”村民肖仪艳从镇纪委
领回钱后告诉记者。

肖仪艳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
顺县石堤镇牌楼村人。近日，牌楼村的 169 户
村民们在镇纪委领取了“失而复得”的生态公
益林补助金 31500 元。

记者了解到，自从 2016 年 3 月湘西开展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来，
直接把违纪资金清退给群众在永顺县已十分
常见。

永顺县纪委副书记彭万高告诉记者，将

违纪资金直接清退给群众，是用“看得见的方
式”增强群众“获得感”，让群众切切实实感受
到反腐带来的成果。

2016 年 11 月 9 日，永顺县首次举行“雁
过拔毛”式腐败问题违纪资金清退现场会，在
泽家镇，26 万元被挪用的移民安置补助资金
现场清退给了 17 户农户，泽家镇南卫村村民
彭松莲当即领到 30000 元。

近年来，永顺县纪检监察机关以惩治群
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为重点，整合全县纪检监
察力量，除抽调审计局、财政局、林业局、
农业局等相关部门业务干部外，还把全县
23 个乡镇和县直纪检监察干部进行集中，
重点对 10 多个职能部门民生资金使用管

理、项目工程建设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
公益林补偿问题为突破口，进行全面摸排、
深挖问题线索，开展重点清查，严肃查处了
一批党员干部。

永顺县泽家镇海洛村原支部书记易善章
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生态公益林补助资金；
润雅乡凤鸣村原支部书记彭南根、村秘书覃
罗飞、村民袁永顺、润雅乡原人大主席袁永
召虚报莓茶项目，套取国家项目资金；松柏
镇龙须居委会书记符辰双、主任向仍林挪用
居委会生态公益林补贴资金；首车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张文建挪用、虚报冒领移民避险
解困搬迁资金等违法违纪问题先后被县纪委
立案查处……

截至目前，永顺全县共接待群众反映精
准扶贫监督和“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490余
人次，受理信访举报 114 件，核实问题线索
132件，立案 44件，移送司法机关 6 人，追缴
违纪违规资金 680 万元，给群众清退资金
445 . 5 万元。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永顺县灵溪
镇雨联村支部书记陈水清、颗砂乡两河村支
部书记唐文玉、车坪乡林业站站长肖明财等
3 9 人主动交代问题，上交违纪违规资金
26 . 8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
问题，加大查处力度，从严从重惩处！”彭万高
说。

湖南永顺：清退违纪资金增强群众反腐“获得感”

（上接 1 版）自己发电，进口淡水，从西班牙运来钢筋
水泥……兰平勇团队克服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步步
建起了码头、冷库、加工厂，成为目前中国在境外规模最大
的远洋渔业基地。

“为了带动当地发展，我们专门造了 100 条简易捕捞
船，手把手教渔民如何驾船、捕捞。”兰平勇介绍，公司在当
地建起了学校和社区体育场，配置了班车接送当地员工。

如今，宏东公司已是毛里塔尼亚第二大企业，年产值
6000 万美元，带动当地 2000 多人就业。宏东公司的渔业开
发模式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认可，毛里塔尼亚与之签订
了 50 年渔业合作协议，其他非洲国家也希望进行合作。

秉承“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
值理念，中国境外远洋渔业基地建设不断取得进展，成为
中国深化海洋渔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借着‘一带一路’东风，我们今年有望在坦桑尼亚拿下
基地项目，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兰平勇说。

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中国商城

从非洲海岸到欧亚大陆，“一带一路”东风劲吹，福建商
人闻风而动。

波兰，地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是欧洲大陆古代“琥珀
之路”和东西方“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也是当前中欧班列在
欧洲的枢纽之一。

“福建人满世界跑，哪里有生意就去哪里。”20 年前，
福建商人陈铭坤偶然参加一个波兰市场考察团，发现当
地鞋服贸易市场很落后，便留下来发展。

“天冷时，刚倒好的热水没多久就结成冰。”陈铭
坤至今记得，当时为了办理税务登记号，他在华沙零下
15℃的街头露宿排队。“我就想，一定要建个漂亮的市
场，让商人有舒适环境做生意。”

到了 2008 年，赴波兰投资的中国企业逐渐增多，各
类中国产品也受到当地欢迎，陈铭坤开始着手与朋友合
作建批发商城。

“第一块地花了半年时间才跑下来”，陈铭坤克服
了诸多困难，终于在 2013 年下半年，面积 3 万多平方米
的波兰新达中国商品城落成，很快便吸引了 100 多家商
铺入驻，欧洲各国客户前来批发选购。

每天在员工都还没到之前，陈铭坤早早就开始忙碌
起来。在波兰员工眼里，这位中国老板比任何人都敬
业。

2016 年 6 月 20 日，带有全新统一标识的中欧班列在
中波两国领导人见证下，首次抵达华沙货运站。这趟跨
越万里亚欧大陆的“一带一路”专列，让整个波兰乃至
中东欧注入了“东方的活力”。

目前，中国共有 27 座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分别到
达欧洲 11 个国家的 28 座城市。波兰因其独特的区位优
势，成为中欧国际物流陆路运输的重要枢纽。

有了中欧班列，陈铭坤规划了更大的目标。他开始
新的物流园区建设，为原有的商品城提供保税仓、电子
商务、跨境物流等多项综合业务服务，有效降低贸易成
本。他笑着说，如今自己“在跟班列赛跑”。

马可·波罗故乡的中国名人

中外交流史上，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中国家喻户
晓的传奇。如今在意大利，福建商人刘良也成为当地业
界传颂的一个商业传奇。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刚毕业不久的刘良就做起了进口
石材生意。印度红、大花绿、土耳其玫瑰……凭借外语
优势，刘良成为国内第一批接触进口石材的人，之后他
产生了到国外寻找石材的想法。

“企业要保持优势，就必须率先走出国门。”印
度、土耳其、伊朗、埃及、希腊、意大利，在国内同行
尚未察觉之时，刘良的足迹已遍布各大洲，一年有 300 天
以上都在国外寻找石材。

凭着超前的眼光，刘良的石材事业蒸蒸日上。但他
明白，真正占据国际龙头地位的还是欧洲老牌市场意大
利，长期引领着国际石材市场潮流。

从 2004 年开始，刘良不断求访安东利尼等意大利老
牌企业，也让他发现了差距：做了十几年石材生意，却
有 80% 的石材品种叫不上名，许多加工工艺都没见过。

刘良回国后便开始专心琢磨技术，终于研发出中国
原创的高端石材工艺，成本只有意大利的一半。

在厦门国际石材展等展会上，刘良的石材产品让国
外客户刮目相看。“意大利同行是我们的老师，当然，
学生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刘良表示，如今在
中东、非洲等地石材市场，自己的英良公司打响了牌
子。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化，英良公司近年来
还在沙特、阿联酋等 7个国家开展工程项目，和 35个国
家和地区开展进出口合作，营业收入每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

“现在再去意大利，当地企业家即使在周末也会主
动接待我们，中国客户在意大利市场赢得了尊重。”刘
良自豪地说，公司开始重视石材文化的推广，要在泉州
建设首个世界石材博物馆，正在打造石材文化馆“ 5 号仓
库”。

新的“下南洋”“闯丝路”热潮正在福建形成。据
统计， 2016 年福建对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
1822 . 9 亿元，对外投资项目达 96个，总投资 22 . 3 亿美
元，同比增长 61 . 6% ，在采矿业、远洋渔业、现代农业
等多个领域与国外开展合作。

有着深厚海洋基因的福建商人，正以全新姿态复兴
着曾经的丝路盛景，也为东西方交流注入新的力量。

▲ 4 月 20 日，边防官兵在演练中对“犯罪分子”藏匿的
船只进行搜查。

当日，辽宁边防总队在营口港开展反恐应急演练。演练
设置“犯罪分子”在船只内藏匿、“犯罪分子”持刀行凶等情
景，边防官兵通过现场应急调动、现场封控、盾牌围控、使用
无人机侦察、近身搏斗等措施对突发情况进行处置。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辽宁边防开展口岸反恐演练

▲ 4 月 20 日，上海嘉定消防支队警官王小伟（右）在“消防样板房”二楼平台上指导居
民如何正确使用逃生软梯。

为了探索农村消防安全管理新模式，将农村自建出租房纳入标准化管理，今年 4 月初
嘉定消防支队在安亭镇星光村试点设立农村“消防样板房”。“样板房”内配备了氧气面罩、
逃生软梯、逃生绳、灭火毯等应急设施，室外设置电动车集中充电点，并对老化电线加以改
造。 新华社记者凡军摄

上海试点设立

农村“消防样板房”

新华社合肥 4 月 20 日
电(记者徐海涛)为“帮助”一
贫困农户达到脱贫标准，安
徽宿州市村干部王西军竟然
填写脱贫调查表“造假”，王
西军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

日前，安徽省纪委通报
了七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典
型案例，其中宿州市埇桥区
蕲县镇白安村村委会主任王
西军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经
查，去年 12 月，白安村组织
填写脱贫攻坚脱贫户年末核
查表和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调
查表，王西军将贫困户王某
的个人信息随意填写为耕地
面积 2 亩，生产经营性收入
1800 元，当年人均纯收入
3560 元，并代替王某签名填
写了脱贫确定书，使其“脱
贫”。

今年初，在安徽省委托
第三方对埇桥区精准脱贫工
作监测评估中，王某户被评
定为达不到脱贫标准。王西
军的造假行为“露馅”。

此外，安徽还查处了一
些对贫困户识别不精准、工
作失职的问题。如萧县龙城
镇李台村村委会委员刘步海
对该村贫困户蒋某在萧县县
城拥有房产，对村民刘某、
李某、许某三人名下有机动

车辆等情况毫不知情，存在识别不精准、把
关不严、履职不力问题，他们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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