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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戴绍志、王雅楠）日
前，一批再制造汽车起动机和发动机，
走下位于河间市的全国第四家、北方地
区唯一一家国家级再制造产业示范基
地生产线，整装待发。如今，河间再制
造产品已行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占
据全国再制造汽车起动机和发电机市
场份额80%以上。

在河间，往往被当做废品处理的生
锈汽车发动机和破损钻头等旧物件有
了再利用的价值：经由神奇的工艺之
手，它们起死回生，不仅节能环保，还发
展壮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制
造”。在这个将废旧汽车零部件、工程
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
生产过程中，企业通过采用无损、环保、
无污染拆解工艺技术，恢复原机的性
能，并兼有对原机的技术改造，再制造
后的产品可达到新品性能，还减少了拆
解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和能源消耗。
与制造新品相比，再制造产品可节省成
本50%、节能60%、节材70%、降低污染
排放80%。

以一台重 3.5 公斤、被磨损的汽车
发电机为例，若将其整个废弃，重新购
置，造价 500 元，新品制造周期需 14
天。而在河间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经
过再制造加工，变身新品仅需7天，费用
250元，可节省五成造价。

河间再制造产业脱胎于汽车零部
件回收业，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
80年代，河间人自发到全国各地回收汽
车零部件，逐渐发展形成覆盖全国的汽

车零部件物流体系，并逐渐延伸出起动
机、发电机维修产业。进入新时代，河
间市紧抓“政策”东风，引导企业通过技
术改造升级，发展再制造产业，打造循
环经济“再利用”升级版。

去年，河间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获
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为推进这一产业
高质量发展，他们对入驻基地企业实行
统一管理、统一监控，推进废旧件、废旧

金属及污水集中处置和循环化利用，并
引进了由中国工程院两名院士牵头的京
津冀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成为产业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智力中枢”。

同时，他们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利用换件修理法、表面精密处理法等技
术，对生产实行严格质量控制，建立了
从旧件供应至产品出厂的完整产品追
溯体系。产品需经过拆解、初拣、清洗、

烘干、分类、检测、再制造加工、寿命评
估等10余道工序，方能实现整机验收。

如今，河间再制造企业达170多家，
年产值 60 多亿元，产品拓展至发电机、
变速箱等 10 多个种类、上千种规格，形
成了从旧件回收、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
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正向着现代化、
生态化、智能化国家级再制造产业基地
迈进。

河间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打造循环经济“再利用”升级版

在这里，旧机“翻新”又好又快又节能

聚焦2018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戏 里 戏 外

本报讯（记者肖煜）“唠唠叨叨见大
爱，忙忙碌碌巧安排。不忘初心赢信赖，
时代警魂铸起来⋯⋯”10月2日晚，河北
梆子现代戏《吕建江》在省会石家庄大剧
院上演。解决商贩纠纷、抢救患病大娘、
自掏腰包建网上警务站⋯⋯吕建江全心
全意为群众“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的
动人故事重现舞台，让观众再一次走近
这位可亲可敬的时代楷模。

河北梆子现代戏《吕建江》根据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石家庄市
公安局桥西分局原安建桥综合警务服
务站主任吕建江的感人事迹创作而
成，由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演出。国
家一级编剧王景恒执笔，国家一级导
演李慧琴担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赵
贞海与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刘
莉沙在剧中分别饰演吕建江和他的妻
子崔利平。

“为真实生动地反映时代楷模吕
建江的先进事迹，我们走访了他的同
事、家人、朋友以及接受过他帮助的群
众。数次召开研讨会，三易剧本，不断
打磨。”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刘
同章介绍。赵贞海说：“从吕建江身上
我看到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坚守，认识

到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
业绩。”此次甘当“绿叶”的刘莉沙说：

“演这部戏提升了我的人生观，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也要像吕建江一样，戒骄
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演出现场，台上演员唱腔高亢、激
情满满，台下观众沉醉其中、叫好连
连。尾声处，当主人公发出“此生无悔

披战甲，来世还要做警察”的铮铮誓言
时，现场许多观众禁不住流下热泪。观
众孙玉函说：“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吕建江的故事
大多与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联系在
一起，正是这一件件的小事，推动了社
会的进步，体现出平凡中的伟大，愿

‘老吕叨叨’永远在我们身边。”

河北梆子《吕建江》：
把“老吕叨叨”留在群众身边

□记者 肖 煜

用晋腔晋韵唱响大同故事，让栗
公精神传播四方。9 月 29 日，山西大同
市晋剧院带来的大型新编反腐晋剧

《河清海晏》，在石家庄丝弦剧院震撼
上演。扣人心弦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
节、铿锵有力的唱腔，赢得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大幕开启，观众凝神。舞台上展开
一幅清朝道光年间腐朽官员的声色犬
马图，他们聚合勾结定计，企图像以往
赶走前几任总督一样，再次把朝廷已
经任命的山西浑源籍河道总督栗毓美
赶走。剧中的会馆暗流、巡河救灾、青
晏苑惩腐、阴谋炸坝、短兵相接、英名

永存等场景再现了清朝治水名臣栗毓
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清
官形象，同时也将他的家国情怀融化
在悲民抚民、思乡慰妻的故事情节里。

“你以为居高位大权独揽，你以为
攀皇亲手眼通天，你以为民可欺众怒
可犯⋯⋯栗毓美为官当初发过誓，清
贫一世无怨言，不为功名传后世，不求
青史留清官，无惧无畏无私念，品正才
有一身胆⋯⋯”剧中的核心唱段引发
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该
剧院非遗办公室主任史莉芬介绍，这
段唱段在网络上传播很火，果敢刚毅
的唱词充分表达出民心所向，引得不
少戏迷下载学唱。

该剧主演、晋剧表演艺术家孙岚岚
是丁派传人，唱腔宽厚明亮，气韵传神，
把一个阅历丰富、心系国家和百姓的栗

毓美演活了。谈到戏曲的创新，她说：
“女须生讲究‘女扮男而不露女相’。表
演中，我借鉴了京剧老生的身段，使人
物在表现力上更加丰满，更具时代感。”

“这部戏的服装、道具、布景都太精
美了，演员移步换景犹如一幅美丽的历
史画图。”许多观众对该剧精致的舞美效
果赞不绝口。“这出戏的舞美设计回归传
统，化繁为简，追求少而精，简而远。背景
全部采用精巧细致的手绘，营造出浓郁
的历史氛围；道具简洁精致，以突出演员
主体；灯光、音乐根据不同角色量身设
计，凸显人物性格。”该剧舞美设计左海
军对记者介绍说。

演出结束，观众纷纷起身为演员们
的精彩表演热烈鼓掌。“这部戏有正气、
接地气，看了很鼓劲，具有强烈的现实
警示意义。”82岁的观众张喜来赞叹道。

“河清海晏”唤廉风
剧 场 听 戏

本报讯（记者
曹 铮）9 月 29 日 ，
2018 年全国梆子
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活动的首场研讨活
动——“新时期梆
子声腔剧种的发展
路径”专题研讨会
在石家庄举行，来
自全国戏曲界的知
名专家学者、参演
院团负责人汇聚一
堂，为古老的梆子
声腔传承与发展出
谋划策，共同探索
梆子声腔剧种传承
发展的新路径、新
方法。

此次研讨会旨
在为展演活动营造
浓厚的学术氛围，
搭建戏曲艺术研究
者、创作者和管理
者之间学习交流的
平台，促进基层院
团、普通民众、业内
专家等多层面的沟
通交流，推动梆子
声腔艺术以及地方
戏曲剧种的传承与
发展，解析梆子声
腔传承发展热点问
题。研讨会上，与
会人员围绕梆子声
腔 的 唱 腔 创 新 渠
道、剧目创作方向、
院团管理发展、人
才培养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各地梆子声腔
均是从山陕梆子演变而来，结合当地风
土人情、地方语言，产生不同地域特点的
梆子声腔。在如何保持自身剧种特色的
问题上，与会专家认为，每一个剧种都需
依托方言传承发展，带有深厚的民族情
感和鲜明的地域特征，各地方剧种应守
住自己的方言和唱腔特点。

一直以来，河北梆子声腔一直都是
男女同腔共调，调门高，音域宽，造成了
河北梆子演唱普及的困难。多位专家表
示，如何选择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学唱
的戏段，是摆在戏曲工作者面前的实际
问题，应探索更多途径和办法，让戏曲文
化不仅限于“进校园”，还要能“驻校园”。

据悉，本次展演期间还将举办“加
强现实题材梆子声腔戏曲创作”和“梆
子声腔艺术的传承与创新”等两场专题
研讨会。

﹃
新时期梆子声腔剧种的发展路径

﹄
专题研讨会在石举行

让戏曲

﹃
进校园

﹄
，还要

﹃
驻校园

﹄

本报讯（记者宋柏松、马路、焦磊）9
月26日，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廊坊）农产
品交易会上，深州桃农刘大赛的“二十一
世纪”桃一举夺得第三届京津冀果品争
霸赛“桃王”称号。

刘大赛是深州市穆村乡店上村的一
名桃农。穆村乡是深州蜜桃的核心产区，
刘大赛家祖辈种桃，他从小的梦想就是
种出甜甜的桃子。2003 年，刘大赛开始
实践自己的梦想。

要种出好桃子，必须有合适的土地。
刘大赛家的地土质比较黏，而桃树最适
宜的土质是沙壤土，于是他租来 14.5 亩
沙土地。有了合适的土地没有好的品种
也不行，可好的品种他却一直难以找到。
直到2009年，刘大赛听说河北科技师范
学院教授张立彬培育的“二十一世纪”桃
品质优良，具有“个大、味甜、色艳、丰产”
的特性。经过考察，他决定试一试。

要种出好桃子，还要有好的种植管
理模式。经过几年的摸索，刘大赛掌握到
了种出好桃的“秘方”。他说，“我种桃不
追求个头，不追求外观，只追求口感。而
桃子的口感主要在甜度，越甜越好吃。”
为了种出甜桃，刘大赛坚持施用羊粪、香
油渣和藻类肥等有机肥。他给桃树控水，
只在 40 天以上没有自然降水的情况下
才给桃园浇水。不用除草剂，草长疯了才
用人工或机器割草，尽量保持原始自然
的种植环境。

“其他人都是追求产量，认为个头越
大、外观越漂亮越好卖。”刘大赛说。可他
不同一般的种植方式和种植理念，加上
成本要高出一倍的种桃方式，遭到了父
亲的强烈反对，几年时间里都没去过他
的桃园。

2012年，刘大赛的桃树开始结果，桃
子的含糖量平均要比普通的桃高出几个
百分点，含糖量在 20%甚至 30%的非常
普遍，有的甚至超过了测糖仪32%的最高
刻度，留存于记忆中甜甜的蜜桃味道又回
来了。从此，刘大赛的桃子越来越有名。

有了好的桃子，要想卖出好价钱，没
有自己的品牌不行。2017年，刘大赛为自
己的桃子注册了“深宝”商标，并将含糖量
17%以上的定为特级果，一盒装两颗，定
价 100 元；含糖量 13%以上的定为一级
果，一盒装 6 颗，定价 80 元。加上定制的
漂亮盒子，桃子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桃子太甜了，连鸟和虫子都喜欢
吃。”刘大赛的“幸福的烦恼”也来了——
由于受鸟虫的影响，目前成果率仅有三
成多，产量还不高，他不得不限量销售。

“要10箱的只能给5箱，尽量让这么好的
桃子有更多一些的人品尝到。”刘大赛说，

“明年，得为桃树罩上防虫、防鸟网了。”

追求好品质卖出好价钱

深州桃农刘大赛

：俺的鲜桃一个

元

本报讯（通讯员霍飞飞
记者刘剑英）“预备，开始！”9
月23日上午，随着一声令下，
一场别开生面的刨红薯大赛
在邱县邱城镇红薯种植基地
拉开帷幕。参赛选手手拿铁
锹，铆足劲儿开始了刨红薯。

尽管收获红薯已实现机
械化，但当天农民群众参加
人工刨红薯的热情十分高
涨。“咱种的是优种红薯，除
了品相好，甜度、糯度都比普
通红薯强很多，价格虽然高，
但早被抢购一空了！”盘算起
今年的收成，刨红薯大赛冠
军马国宝难掩喜悦。

据介绍，邱县把种植优
质红薯作为优化种植结构的
特色产业，通过“公司+基地+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模
式，提高了红薯种植的标准

化、专业化水平。目前全县建
成工厂化育苗大棚110个，每
年育苗 6000 万株，建成优质
红薯种植基地 1.6 万亩，年产
红薯 4800 万公斤，成为带动
农民增收的“甜蜜产业”。

活动现场，依次展开的
农事比拼活动，拼出了农民
精气神、鼓足了增收新干劲。

在剥玉米比赛现场，伴
随着噼噼啪啪的响声，金灿
灿的玉米粒很快填满了比赛
用的盆子。同时，现场还安排
了夹葡萄、削苹果、吃桃子等
趣味比赛。平日忙于耕作的
农民，纷纷走上赛场，尽情享
受丰收的喜悦。

在名优农产品展区，杏
鲍菇、白莲藕、水蜜桃等特色
农产品，吸引了许多观众的
目光。

邱县

农事大比拼 赛出幸福感

日前，在河
间 再 制 造 产 业
示范基地，河北
长 立 汽 车 配 件
有限公司员工在
生产线上工作。
该公司是国家机
电产品再制造试
点单位，引进了
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检测设备，
从 生 产 工 艺 流
程、高端技术研
发，再到产品检
测，都形成了自
主体系。
记者 戴绍志摄

10月2日，河北梆子现代戏《吕建江》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
记者 田瑞夫 耿 辉摄

（上接第一版）并有河北本土原创品牌同
台亮相，全球顶尖设计团队共聚燕赵大
地，成为我省首个集中展示文创、商业、
设计、科技、创客、建筑等的跨界盛事。

据承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推

动工业设计交流合作重点打造的高端
品牌活动，设计周将助力雄安新区发展
高端设计，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成为雄
安新区乃至河北省扩大与国内外交流
合作的一个新平台。

（上接第一版）加快补齐发展短板。对
近期梳理出来的 122 项需省级层面协
调推进的重大在建项目，加强协调调
度，确保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对 42
项拟于后几个月开工的重大项目，协
调各市落实建设条件，力争早开工、快
建设。对 85 项拟于明年开工的重大项
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力争尽早

具备开工条件。
完善政府、金融机构、民管企业互

动联系机制，切实化解民间投资“融资
难、融资贵”难题。规范有序推进 PPP
模式，积极推进符合规定的 PPP 项目，
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 PPP 项目
上优先向民间资本倾斜。10 月底前面
向全社会发布一批PPP项目名单。

第一届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将在雄安新区举行

张家口25辆氢燃料公交车投运
成为全国拥有氢燃料公交车数量最多的城市

本报讯（记者李艳红）10月
1 日，25 辆干净整洁的氢燃料
公交车，车头戴着大红花亮相
张家口街头，成为国庆节张家
口市区的一道亮丽风景。至此，
张家口市年初采购的 74 辆氢
燃料公交车全部投运，成为全
国拥有氢燃料公交车数量最多
的城市。

为改变市区公交车老旧状
况，减少大气污染，今年1月，张
家口市一次性采购氢燃料公交

车74辆。其中，福田欧辉10.5米
氢燃料客车49辆，宇通12米氢
燃料客车25辆。7月25日，49辆
福田欧辉氢燃料公交车投运到
23 路、33 路公交线路；10 月 1
日，该市再次投放 25 辆宇通氢
燃料公交车到1路公交线路。

据该市公交公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投运的宇通氢燃
料公交车，加氢时间一次约为
10 至 15 分钟，续航里程可达
500公里，且零排放、无污染。

近日在内丘县吴村襄土情老粗布作坊，村民在按照传统老粗
布72道纯手工织造工序，订单式生产老粗布产品。近年来，内丘县
引导农民通过家庭手工作坊等形式拓宽增收渠道，带动近 6000
人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 记者 陈建宇 通讯员 继 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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