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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的前身是古代的腊日，即当时最重要
的年终祭祀日。后固定在腊月初八，因此有了“腊
八节”。腊八向人们传递进入“年关”的信号，预示
着春节的来临。据古书记载，寺院及人家用胡桃、
松子、乳蕈、之类做粥，谓之“腊八粥”。腊八粥选
料由民间赋予美好的含义，如桂圆象征富贵团圆，
百合象征诸事和睦，红枣、花生比喻早生贵子等。

喝腊八粥是南北共有的习俗，不同之处在于
味道与配料。由于北方寒冷，人们习惯在腊八粥
里加一些糖，而南方的腊八粥不仅有甜的，还有咸
的。在选料方面，南方的种类更齐全一些。

（据新华社电）

在一碗碗热腾腾的“腊八粥”
中，农历新年的味道正在变浓。从
传统年货市场到筹备中的展销会，
从线上订单增长到跨境海淘的储
备，腊八前后采购年货让农历新年
消费市场的热度进一步升温。不少
业内人士认为，年货节承袭了岁末
元旦以来的消费态势，将为电商平
台保持一定消费热度。

在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这里的一些保税仓基本
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备货，相比较
于电商购物节的集中出货，年货节
对跨境仓储而言并不算“大考”。通
过联网办理清关查验，国外的保健
礼品、进口食品等都可以实现“秒
级”通关，众多城市的消费者可以享
受到次日达的服务。

杭州市民陈女士说，小时候的
年味是从家人一趟趟买回来的年货
上散发出来的，但现在物流改善了，
临时想买点什么都很方便，需要囤
的东西越来越少。

除了跨境、区域物流，城市新零
售配送业务的发展也解决了许多年货上门“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天猫方面表示，过年期间包括北京、上
海、杭州在内的一百多个城市还可实现天猫超市次日
达。永辉云创旗下的新零售商超“超级物种”上海区
总经理龚鸣介绍，由于大数据等技术支撑、物流配送
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如今购买年货的消费者可以随时
下单、即时消费。同时物流、冷链的完善会让水产海
鲜和进口牛肉等食材保持更好的品质和口感。

文/新华社记者 吴帅帅 龚 雯 许舜达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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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队转业至海关工作的十多年里，甘露实现了从
外行到专家、从军人到海关关员的转变，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2000 年，甘露转业分配到广州海关归类分中心工
作。“刚来中心时压力真的挺大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甘露一来就被安排到商品归类二科，同事告诉甘露：商品
归类是海关界公认的极具挑战性的技术活，没有过硬的
业务能力，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岗位。

为了节省学习时间，甘露总是匆匆忙忙地从食堂打
回饭，在办公桌前一边吃着饭，一边翻着厚厚的“进出口
税则”和商品归类工具书阅读。遇到重要或难点问题时，
她随时放下碗筷，拿笔进行标记。

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甘露逐渐成长为海关商品归
类领域一名响当当的行家里手。海关总署曾委托她牵头
承担全国海关归类咨询、归类监控、同名商品归类差异分
析等任务，由她及团队成员参与《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及其注释的修订翻译、年度“进出口税则”转换、海关
总署归类纠错统计系统的开发等署级重点工作，而这距
离甘露进入广州海关工作仅有不到6年的时间。

2008年以来，甘露还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并肩作
战，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竞技场上，结合大量材料据理
力争，运用《协调制度》规则阐释中方立场。她知道，《协
调制度》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开展经济合作、进行利益博弈
的战场，它蕴涵着世界各国在贸易、税收、产业、环保、统
计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信息。“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将有
利于本国的条文纳入协调制度中，也就是把国家利益写
进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里，从而为以后的进出口贸易创
造有利条件。”

作为一名海关归类技术专家，甘露认真总结多年工
作经验、方法技巧，整理撰写了数万字的海关归类工作方
法集萃，并主动承担了对新入关同事和交流干部的“传帮
带”任务，她的“甘露工作法”已成为海关归类领域教育培
训的必读教材。

甘露用她的军人情怀滋润着海关归类事业的勃勃生
机，在国际舞台上浇灌着国家利益的大树。“作为一名转
业军人，我不会忘记自己的军人本色，也将永远发扬军人
作风，矢志不渝为国家利益而战。”

甘露：练就本领捍卫国家利益
本报记者 郭静原

黄诚，1914年生于河北安次
县（今廊坊安次区）。1936 年 9
月，黄诚因担任中共北平学联党
团书记，担负起党对北平学联的
领导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黄诚等按党
组织的要求，投笔从戎，以全国救
国会代表的名义到刘湘部队作抗
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军中建

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黄诚担任书记。
1938 年春，黄诚参加新四军，在陈毅指挥的一支队

工作，不久调到军部，任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协助袁国
平等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941 年初，皖南事变
爆发，黄诚不幸被捕，被关押进上饶集中营。国民党顽
军公然诬蔑新四军“叛乱”，要他“反省”“自新”。黄诚
义正词严地痛斥顽军：“我们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几
年来转战大江南北，战绩辉煌，有目共睹，我们一不投
降日本，二不掠夺百姓，一心只为抗战救国，不惜流血
牺牲，这难道有什么罪吗？难道有什么过可悔吗？”面
对威胁，他视死如归，“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
的义务”“从事抗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
初衷！”

1942年4月23日，黄诚从容就义，年仅28岁。
文/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13日电）

黄 诚：一心救国永不悔

郭陆顺，1914 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市北盛区丰裕乡
（现永安镇）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北伐军攻入湖南时，
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
立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郭陆顺参加了农民协会，担任
乡儿童团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郭陆顺任第 120 师 359 旅团政治
处主任，参加创建晋西北根据地工作。1939 年，任八路
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政治委员，与马本斋一起，率部转战
冀中平原，回民支队发展到 2500余人。他们围景和、打
淮镇、攻大城，连续作战 27 次，歼敌 500 余人，不断给日
军以沉重打击。在冀中军区召开的第 3 次政工会议上，
军区授予回民支队1面锦旗，上面绣有“打不烂，拖不垮，
攻无不克的铁军”13个大字。

1940 年 8 月，在冀中军区统一指挥下，郭陆顺和马
本斋率回民支队积极投入到百团大战，破击敌人铁路、公
路。11月中旬，回民支队在八路军一部配合下对深泽县
城进行围攻，连续激战 4个昼夜，两度袭入城内，毙伤敌
100多人。

1941 年初，日本侵略者对冀中地区采取分割封锁、
逐步“蚕食”的政策，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
体的总体战”。马本斋、郭陆顺率回民支队在大清河两
岸，开展交通破坏战。同年夏，郭陆顺和马本斋奉命率
回民支队回师东进。经过一年多的连续作战，马本斋、
郭陆顺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转战整个冀中，有了很大
的发展。

1942 年，日、伪军出动 5 万余人对冀中进行大“扫
荡”。4月27日，回民支队在献县高官村以东阻击由泊镇
向深（县）武（强）饶（阳）增援的敌人，歼敌 300余人。临
近战斗结束时，郭陆顺在阵地前沿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
被敌流弹击中头部牺牲，时年28岁。

文/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据新华社电）

郭陆顺：回民支队好政委

汽车产业放开投资股比限制，中方是否只有“喝稀粥”
的份？德国宝马首家增持华晨宝马股份的议论在网络上沸
沸扬扬。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华晨集团公司董事长祁玉
民却很平静，他说，风物长宜放眼量，合作只要可持续就没
有谁吃亏的问题，大家都好才是好。这么多年过去，汽车市
场以开放合作换技术，成功者为数不多，但华晨是其一。

16 年前，华晨与宝马就结成了不离不弃的一对伙
伴。2003年，辽宁省华晨集团牵手德国宝马集团合资成
立了华晨宝马。此后，面对中国汽车需求飙涨的市场红
利，宝马集团由初期的“试试看”，到果断增资扩产，2009
年至2018年在沈阳累计投资超过520亿元，连海外唯一
的研发中心也落户于此。华晨宝马总裁魏岚德接受经济

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宝马之所以不断加码，源于中国
坚定开放的诚意。”

比起数百亿元的税收和上万人的就业，辽宁省和沈
阳市更看重可持续发展的一路相知相携。在沈阳铁西
区中德装备园这个国家级的战略平台上，宝马领衔的一
众德国企业尽展智能制造所长。德国工业 4.0 与“中国
智造”擦出火花，并于沈阳华晨宝马新工厂倾情绽放：智
能化工厂自动化率达到 95%，整体节能超过 30%，采用
了诸多全球首创的单元技术等。而这些看家本事，宝马
手把手地教给了一路同行的兄弟——华晨集团。

宝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造车理念和经验，更先后授
权华晨N20发动机、王子发动机等核心技术。这也是宝
马集团百年来在全球第一次授权体系外企业生产宝马发
动机。华晨中华联手宝马共同打造了面向未来的 M8X
模块化平台，共享自动化、互联化、电动化等技术优势。
华晨汽车从智能制造到安全标准保持与宝马同级。

“平生风义兼师友”，祁玉民直言，华晨向宝马拜师学
艺，引入宝马核心技术及产品审核标准，解决了自主品牌

高端化的两大难题——发动机和智能化，标志着华晨旗
下自主品牌中华汽车转型升级有了强大背书。正是全面
对标宝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华晨集团从濒临巨额亏
损的困境中快步复苏，发展成为年营业收入超 2000 亿
元、实现利税 350亿元的创利大户，跻身中国企业百强，
创造了业内奇迹。

合则两利。宝马集团受益于中国市场的提振，销
量、收入和利润连续 9 年创新高，成为全球利润率最高
的车企之一。其中年销量 40 万台的华晨宝马居功至
伟。而沈阳则收获了装备制造和汽车两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不久，华晨宝马又要在沈阳召开供应商大会，而
沈阳及周边为之配套的本土供应商就超过 500家。

至于今后会怎样，华晨集团已有提前谋划。宝马与
华晨签署了一份有关未来合作的备忘录：宝马集团新增投
资30亿欧元，将继续在研发、制造、质量和营销售后等4个
领域向华晨集团提供特定支持。双方主动将华晨宝马的
合资协议延长至2040年，这里生产的新能源车将面向全
球销售。

华晨集团与德国宝马擦出汽车“智造”火花——

开放合作破解自主品牌高端化难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孙潜彤

腊八粥里品吉祥

日前，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被评为改革开放40
年“全国五所最具影响力的职校”之一，成为广东省唯一
一家入选的职业院校。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办校规模和
质量快速提升，从2个班发展到110个班，开设专业从2个
扩展到 18个，教师队伍也从最初的 30人增加到 325人。
如今的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已经是首批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在学校党委书记王勇看来，作为一间基层的中职学
校，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开始组建，学习借鉴国外先
进经验的“请进来”，到目前展示文化自信的“走出去”，都
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根据广州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和科技进步的特点，学校开设了高星级饭店运营
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商务英语等18个专业。

“社会需求就是我们的教学育人方向。我们学校与
企业、高等院校三方合作，建立‘定制班’共同育人。企业
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通过长期合作的方式建立专门

课程来教书育人。”学校教研室主
任黄珩告诉记者，学校已经从最
初的寻找实习点，到后来校企双
方互建实验室，发展成如今的产

教融合校企一体化办学模式。
迄今为止，学校举办了白天鹅宾馆班5个、喜达屋班

3个、花园酒店班 3个，既满足了集团成员单位的人力资
源需求，又缓解了学生的就业压力。在与南沙大酒店的
合作中，学校把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
膳食两个专业的知识点分成 7000 多个任务点，部分在
企业，部分在学校，精准对接企业用人要求。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提
出了“三平台三基地”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成立广州市
旅游商务职业学校职业教育集团，现有成员单位189个。

“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人才，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就业，更是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好的
未来。”学校副校长王朝晖说。

学校培训科科长谭斌介绍，在专业技能培训方面，学
校不断完善“校店合一”的办学模式，精准对接行业标准、
企业要求，致力于在“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的氛围中，
把学生培养成职业素养好、综合能力强的旅游商务人才。

在校园内，学校会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环境和各行

政部门的管理实践工作，让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做人，
为今后从事旅游业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在校园外，学
校会组织学生到酒店、展会等实习，让学生在企业中
进行职业体验，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
业能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就开
始了国际交流活动。通过不断提升境外交流与合作的深
度和广度，学校先后与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 间院校或
教育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开展教师培训交流、学生实
习就业、课程合作等活动。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和布局，学校加强与瑞
士、泰国、新加坡等国家职业教育的互动交流，搭建互通
共享的区域合作平台，实现了相关专业的课程合作、学历
互认和师生互派，形成与学校发展相适应的国际交流
格局。

“就在前几天，我们学校还与葡萄牙国家旅游局正式
签订了合作协议，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葡萄牙工作
站在葡萄牙国家旅游局正式挂牌。”学校党委书记王勇介
绍，参照“鲁班工坊”项目的运作模式，学校与葡萄牙国家
旅游局及其属下的12所旅游类职业院校互建工作站，包
括“中华茶艺工作室”和“中餐烹饪工作室”等推动了中华
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社会需求就是我们育人方向”
本报记者 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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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路桥街道统一开展区路桥街道统一开展““腊八送粥腊八送粥，，情暖街坊情暖街坊””活动活动，，各个村居各个村居

的党员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送腊八粥的党员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送腊八粥、、送送““福福””字活动字活动。。

蒋友亲蒋友亲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11 月月 1313 日日，，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游客正游客正

在观看舞狮在观看舞狮。。正值中国传统腊八节正值中国传统腊八节，，山东台儿庄古城里山东台儿庄古城里

正持续上演正持续上演““年味年味””大戏大戏，，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精彩的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精彩的

文化活动文化活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高兴贵高兴贵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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