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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海事局聚焦航运企业关切和港口
提质增效

助力40万吨级船舶
重载直靠曹妃甸

游杂技之乡 赏运河美景
——大运河今朝看变迁⑥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日前，记者漫步在大运河吴桥段堤
顶路，放眼望去，潺湲的运河水静静地流
淌，水面映衬着湛蓝的天空，风吹起层层
波纹，格外赏心悦目。

悠悠运河，流转千年。大运河在吴
桥境内直线距离仅25公里，但河道长度
却绵延34公里，呈现出“九曲十八弯”的
形态。

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立足大运
河生态修复，吴桥县高标准实施大运河
吴桥段补水河道清理整治和堤顶路硬
化两项治理修复提升工程，构建起绿色
生态闭环水系。

“运河清淤土方量大，外运费时费
力，我们就将堤顶路硬化与河道清理整
治有机结合，把运河清淤土方全部用于
险工险段修复和堤顶路拓宽。”吴桥县
副县长刘秀梅介绍，河道清理整治坚持
不改变原河道走向，因地制宜，使河道
整治段接近自然，保持河道形态，保护
原有生态，既保证了行洪和输水安全，
也大大提高了地下水压采能力。

近年来，吴桥县投资近 60 亿元，实
施文物保护、拆迁拆违、河道清淤、垃圾
清理、生态修复等“五大工程”，实施了
运河公园、大运河文化展馆、江湖大剧
院、云瑧金陵杂技酒店等重点项目，在
加快推进大运河生态修复的同时，进一
步优化大运河周边人居环境，繁荣周边
经济，全面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

千年运河梦，百代杂技缘。“小小铜
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
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
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一首杂技艺人
行走江湖的歌谣在吴桥传唱了千年，歌
谣中的“条河”，就是民间对大运河的称
谓。正如歌中所唱，运河成就了杂技，
杂技也丰富了运河文化内涵。

历史上，吴桥一带地势低洼，属于
退海之地，十年九涝，土地贫瘠，收成没
有保障。当地农民为了生存，春冬两季
沿着大运河外出卖艺。明清和民国时
期，对于吴桥艺人来说，运河流经区域

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码头、村镇兴起，
沿运河行走江湖，是出行的首选之路。

沿着大运河走出家乡，依托北京
“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
等成长起来的吴桥杂技艺人数不胜数，
杂技江湖上也创造了“没有吴桥不成
班”的杂技界神话。

为擦亮“中国杂技之乡”的金字招
牌，近年来，吴桥县将推进大运河文化
生态保护传承利用作为增强杂技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全力实施“杂技兴
县”战略，把杂技文化、大运河文化元素
贯穿于旅游产业发展全过程，推进杂技
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

“一入江湖城，梦回五千年”。走进
吴桥大世界中心景区江湖文化城，一阵
阵的吆喝叫卖声，仿佛让人穿越到昔日
的“江湖”。这里再现了清末民国初期
吴桥杂技艺人闯荡江湖的生活场景，一
个个杂技艺人说着过去打把式卖艺的
方言，把吴桥民间的奇招绝技展现得淋
漓尽致。

在吹破天剧场，有着“吹破天”之称

的何树森表演着鼻奏双唢呐、口鼻唢呐
双重奏、倒吹杆子等节目，赢得观众阵
阵掌声；在“彭家班”，非遗传承人彭立
新为游客表演耍飞叉，只见飞叉在他的
肩、背、胳膊等处滚转，一会又将飞叉抛
掷空中，然后接住，耍出各种花样……

据介绍，吴桥杂技大世界是吴桥县
重点打造的文旅产业项目，建有江湖文
化城、魔术梦幻剧场、红牡丹剧场、杂技
博物馆等十大景点，集娱乐、表演、餐饮
等多功能于一体，并以创建 5A 级旅游
景区为目标多次进行提升改造，目前年
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

看完杂技，走进江湖大剧院。集
水、火、升降、旋转等于一体的多功能水
舞台、冰舞台和各类常规舞台上，大型
杂技情景剧《江湖》演绎着杂技艺人闯
荡江湖、行侠仗义的人生百态，让观众
感受着一段段不朽的传奇。

近年来，为了让游客实现“吃住行
游购娱”多元体验，吴桥县不断丰富旅
游业态，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持续完善
文旅产业链条，谋划包装了46个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项目，推动吴桥由“一日游”
向“两日游”转变。

“下一步，吴桥县将把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与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杂技大世界
5A 级景区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刘秀梅
说，吴桥杂技的兴盛、发展与大运河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把杂技文化、大运
河文化元素贯穿于旅游产业发展全过
程，实现文化遗产大保护、基础设施大
建设、对外形象大提升、环境面貌大改
变，把吴桥打造成大运河沧州段最具鲜
明文化特色的节点城市。

“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吴桥耍
杂技，人人有一手”。古老的大运河穿
境而过，养育了吴桥的百姓，孕育了吴
桥丰富的杂技文化。

如今，来到吴桥，欣赏大运河畔美
景，下榻高标准酒店，看一场大型情景
杂技剧《江湖》，感受杂技表演的精美绝
伦，成为游客前来打卡的“必选项”。千年
杂技梦，百里运河图，正在从梦想变成
现实。

2018年2月，由英利能源（中国）有
限公司作为承担单位，国家技术标准
创新基地（光伏）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批准筹建。今年3月，国家标准委
正式发文，批准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光伏）成立。该基地是我国光伏领
域首个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也是我省
目前唯一一个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近日，笔者到基地实地探访，了解
我国光伏技术标准创新发展取得的新
成效。

在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光伏）
标准验证实验室，创新基地标准创制
部主任倪健雄正在与技术人员探讨算
法推导问题，比较不同测试方法的效
果。他介绍，就是通过不断探讨和测
试，由英利中国主持编制的中国光伏
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双面发电光伏组
件电参数测试方法第1部分：双面同步
光照法》和《双面发电光伏组件电参数
测试方法第 2部分：公式法》于 2020年
3月发布，填补了我国双面发电组件测

试标准的空白，对推动中国光伏行业
提高创新水平，产品占领高端市场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光伏产业在标准领域需要
话语权。对此，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
司质量总监、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光伏）副主任王秀香深有感触。2009
年，王秀香到国外参加国际电工委员
会光伏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EC/
TC82）的工作会议。当时，有 200 多人
参加的会议，其中只有中国大陆的3家
企业 4 个人，而且还不是正式会员，中
国企业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国是世界
光伏第一生产和应用大国，但中国光
伏企业在光伏能源标准化领域的参与
力度和话语权太弱。”王秀香介绍，
IEC/TC82 是专门负责光伏能源领域
标准化工作的国际技术组织，主要承
担相关领域国际标准项目的起草、制
定和发布。中国光伏国际标准参与度
和标准产出率较低，与中国光伏产业
发展极不相称，这意味着在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只能遵循别人制定的标准。
经过3年多时间的建设，国家技术

标准创新基地（光伏）搭建了共建共享
平台，实现了标准创新资源集中化。国
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光伏）聚集了光
伏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科研院所、
检测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学会等45家
成员单位，成立了光伏绿色供应链产业
联盟等4个联盟，建成了标准创新公共
服务平台，依托“院士工作站”等人才培
养平台，培养35名国际标准化专家，为

“一带一路”国家培养 200 多名标准化
人才。

王秀香介绍，创新基地还构建了
“全产业链贯通、全要素整合、全过程协
同”的标准化生态圈，建设了标准试验
验证和复合性测试服务平台，遵循“分
散管理、集中开放、统一预约”管理原
则，实现了测试服务平台设备资源及成
果的共创共享。截至目前，已制定国内
外光伏上下游关键技术标准131项，其
中主持或参与制定SEMI国际产业标准

25项，发布2项IEC标准、提交2项IEC
提案，完善了光伏产业急需的标准体
系，推动了产业高质量发展。

“标准重在实施，再好的标准没有
好的实施、没有好的实施效果也不是
好的标准。”英利能源（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光
伏）主任宋登元说，国家技术标准创新
基地是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
的服务平台，是以标准化助推创新技
术和产品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
孵化器。创新基地将根据产业发展趋
势，依托平台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和标
准试验验证优势，充分发挥其在国内
光伏产业的领头羊作用，推动制定质
量好、应用好、效益好的标准，探索建
立光伏产业专业性国际标准化组织，
以标准为引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我国
实现从光伏技术引领到技术和标准双
引领，推进中国光伏标准国际化，推动
中国光伏标准走出去。

推动中国光伏标准走出去
——我国首个光伏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通讯员 王 茜

河北日报讯（记者贾楠 通
讯员娄立新）近日，在邯郸市峰
峰矿区新坡污水处理厂西侧的
地下提升泵站，一股清流从暗渠
流出，注入新建的宽阔水渠。

以前，峰峰矿区新坡污水
处理厂、峰峰污水处理厂的尾
水直排滏阳河和东武仕水库，
既影响了河流水质稳定，又浪
费了水资源。为此，邯郸市生
态环境局峰峰矿区分局争取中
央水污染治理专项资金2800万
元，实施污水处理厂尾水处理
工程，并于 7 月 1 日投入运行。
该工程利用景观表流湿地、太
阳能净化设备等工艺，对尾水
水质进行综合提升，有效削减
污染物，并通过地下管道和沟
渠与运动公园、清泉公园、市民
公园等相串联，新增 20 余万平
方米水系景观。

工程在新坡污水处理厂西
侧建设输水量6万立方米/日的
提升泵站一座，铺设新坡污水

处理厂至峰峰污水处理厂北侧
西大沟处引水提升管道 5200
米、运动公园至清泉公园输水
管道1100米。两个污水处理厂
尾水合流后通过西大沟流经运
动公园、清泉公园、市民公园等
最终汇入东武仕水库，助力北
部新区水系补水。

工程还把泄洪河道两侧边
坡拓宽，两岸种植树木形成河
岸景观，还修建渠道 5.2 千米，
形成水面 15.6万平方米。建成
三级式浆砌石溢流堰 16 座，形
成了小型跌水瀑布景观。

邯郸市生态环境局峰峰矿
区分局局长张清强介绍，实施
污水处理厂尾水处理工程，坚
持生态修复和水体净化相结
合，合计日供水 5 万立方米，既
解决了沿途景观花卉林木及附
近农业灌溉用水，又供应了三
个公园用水，还实现了水系循
环流动，从源头上改善了滏阳
河和东武仕水库入河口水质。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
伟 通讯员陈磊）7 月 8 日，船
长 360 米、吃水 23 米、载货量
37.7 万吨的“远见海”货轮，完
成渤海湾内首次重载直航，并
结束了在曹妃甸港集团矿石码
头 5#泊位的接卸任务，顺利离
港。这标志着河北海事局党组

“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的榜首
项目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也
为后续40万吨级散货船满载直
航曹妃甸奠定了坚实基础。

河北海事局党组立足实
际，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助推港
口航运企业高质量发展。

立足“准”，找准港航重大
关切。曹妃甸港区拥有渤海湾
内唯一能停靠40万吨级矿砂船
的两个专业泊位，但因渤海中
部最浅水深及潮汐规律不明，
长期只能减载靠泊，严重影响
港口航运企业效益和泊位功能
发挥。河北海事局研究确定把

“助力 40 万吨级船舶重载直靠
曹妃甸”作为河北海事局 8 个

“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之首。

立 足“ 实 ”，坚 持 科 学 论
证。河北海事局联合曹妃甸区
政府，组织大连海事大学、曹妃
甸港矿石码头公司、唐山引航
站、秦皇岛海洋环境监测站、中
远海散运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
课题研究，系统分析了 40 万吨
级船舶通航安全水深及乘潮通
过渤海中部浅区的保障条件。
3月以来，该局召开 4次项目推
进会，就 40 万吨级船舶满载直
靠进行反复研讨论证。

立足“安”，确保航行靠泊
安全。7 月 2 日“远见海”轮经
老铁山水道驶入渤海湾后，曹
妃甸海事局运用“超大型船舶
安全通航智能感知监管平台”
对该轮进行全程跟踪监控。7
月 6 日下午，安排“海巡 0461”
在该轮靠泊过程中实施 6 小时
全程护航。海事、边检、海关等
口岸单位，在快速通关、协同联
检、疫情检疫等方面 同 向 发
力、全力支持，仅用 1.92 小时
即完成船舶所有联检手续，为
货轮及时开工作业提供了有
力保障。

峰峰矿区污水处理厂
尾水处理工程投入运行

7月19日，位于邯郸市肥乡区大寺上镇的河北华祥食品有限
公司的员工在线上直播销售产品。该区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协助
小微企业利用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不断提高盈利水平和发展
后劲。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走进吴桥
江湖大剧院，
酣畅淋漓的杂
技表演，让观
众大饱眼福。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摄

（上接第一版）
卢德铭，秋收起义总指挥，牺牲时22岁；
张子清，红四军第 11 师师长，牺牲时 28

岁；
王尔琢，红四军参谋长，牺牲时25岁；
……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大厅内，镌刻

着一排排烈士姓名。仅仅两年零四个月的井
冈山斗争中共有4.8万余人牺牲，平均每天近
60人献出生命。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
魂。因为信仰，革命先辈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生命有限，信仰永恒。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调研考

察时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
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
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
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
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信仰如光，为信仰而奋斗的人，就是追
光者。

在脱贫攻坚战中，包括井冈山革命老区
遂川县珠溪村村支书邹齐胜在内的全国1800
多名党员、干部牺牲。

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的危急关头，全国

3900 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近
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献出宝
贵生命。

（二）

当时一系列接连的失败证明，以城市为
中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

革命之路，何去何从？放弃攻打城市，转
战井冈山！毛泽东踏出的这一步，成了中国
革命崭新的起点。

在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革
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
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
心。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也如此，都必须从
实际出发，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2017年2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
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
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井冈山的历史开启
新篇章。

初心如磐，砥砺奋进，100年来，中国共产党
带领亿万人民，在险滩激流中开辟出崭新航
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
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

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
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站在 2021 年瞻望未来，迈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道路更加清晰、步伐更加坚定——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三）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愈挫愈勇的
政党，具有脱离险境的神奇力量，不断创造出
让人难以置信的传奇业绩。

在井冈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在国民党严酷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中，成功做成了一大“奇事”——“一国之内，
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
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
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正是因
为有了艰苦奋斗这一件重要“法宝”。艰苦奋
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井
冈山精神的基石。

新阶段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
井冈山市充分意识到，财政总量小、产业层次
低、创新能力弱等是井冈山最突出的短板问

题。若要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井冈山就必须在“十四五”期间加快步
伐、打牢基础，因此“十四五”时期发展的主要
目标都略高于江西省、吉安市目标要求。

“这些目标既体现了‘跳起来摘桃子’的
奋斗姿态，又符合井冈山的发展实际，只要我
们加倍努力，完全可以实现。”井冈山市市长
焦学军说。

人以奋斗而立，党以奋斗而兴，国以奋斗
而强。

今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
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征途漫漫，只有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才
能继续创造新的传奇业绩。

（四）

五百里井冈，青山莽莽，黄洋界保卫战胜
利纪念碑巍然屹立。

192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的四个团向井
冈山进犯，在根据地群众帮助下，红军以不足
300人的兵力打退近6000名敌人的进攻，创下
以少胜多的奇迹。

“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红军为什么能够赢
得这场战斗？”不少游客问。

“答案就在于党和红军始终与人民群众
同甘共苦，充分发动群众，筑成了一道不可战
胜的铜墙铁壁。”一旁的讲解员回答道。

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无论时光流
转，始终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共产党
人不变的本色。

从“为人民服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
国共产党以人民为标尺，以人民“看得见”的
初心使命、“用得好”的民主制度、“信得过”的
党群关系、“能管用”的监督机制，赢得人民信
任，得到人民支持。

站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口，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将向前迈出更大的步伐，14 亿中国人民
携手迈入现代化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将
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
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70 余年前，美国
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
的感言，用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同
样贴切。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壮阔，大道光明。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传承不朽井冈山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正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
业绩。（新华社记者 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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