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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北京延庆，阳光明媚，碧空如
洗。在妫水河畔，距离八达岭长城约10公里
的地方，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
在几十天后揭开美丽面纱。

登高远望，楼阁高耸、堂馆林立、草木
满园，一场文化与自然相融的视觉盛宴，展
露出一个世界级盛会的磅礴大气和中国韵味。

在园区中央，以“锦绣如意”作为设计
理念的中国馆，坐落在一片自然田园之中。
远远望去，场馆起伏的顶部与周边的青山绿
水相呼应，仿佛一柄温润的玉如意。

“我们要的是融入的效果，而不是突兀的
表现。”北京世园会中国馆设计团队成员黎靓
介绍，中国馆的设计融入了传统元素，整体
上是一个如意造型，同时加上了现代的流畅
弧线，动感十足。

不仅外形亮眼，中国馆还是一座“会呼
吸、有生命”的绿色建筑。黎靓告诉记者，
中国馆项目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由展厅、
多功能厅、观景平台、室外梯田等构成，同
时，综合利用雨水收集、生态滴灌等技术，
营造区域微气候，实现能源循环再生。中国
馆的设计还考虑了会后利用的各种可能性，
闭幕后，这里将成为“北京花展”主展馆，
还能举办生态文明高端论坛。

“国际馆由 94 朵钢结构的‘花伞’簇拥
而成，花伞整体以白色为主，夜间搭配灯光
照明，将呈现五彩斑斓的效果。”北京世园会
国际馆设计团队成员游亚鹏告诉记者，这种
设计旨在让建筑融入大自然，也为二次设计
留有可操作空间。

游亚鹏介绍，国际馆综合利用太阳能光
伏发电、滴灌和雨水回收利用等技术，让建
筑更节能环保。比如，每朵花伞顶部都设置
了坡向圆心——花伞柱的排水坡度，并在花
伞柱内设置雨水管。雨水汇集后由雨水管运
送至地面广场之下的碎石蓄水层，在这里，
雨水被涵养并加以利用。

“生活体验馆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北方村
落，一个洋溢欢乐的热闹市集，一个带我们
回归田园的地方，一个倡导绿色生活理念的
体验馆。”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告诉记

者，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的生活体验馆，主
要包括展厅、多功能厅和餐厅等。

据了解，生活体验馆设计上依托柳荫路，
参考传统北方村落的尺度，建立起一个纵横交
织的街巷网络。同时，利用本地材料，将妫河
里捞出的石头垒成石笼墙，用青砖砌成花格
墙、木格栅墙，就地取土筑成夯土墙。16个建
筑模块，营造出一片开放的生活聚落，释放出
轻松、质朴、优美的乡村韵味。

植物馆以家庭游客和年轻人为中心，俯
瞰犹如“升起的地平线”，围绕“植物：不可
思议的智慧”主题，打造一个生动故事背景
下的乐园，呈现“万花筒”一般多彩奇妙的
植物世界。

据介绍，植物馆分为 5 大展区，共种植
超过1000种珍稀植物，包括红树林、热带雨
林、蕨类、棕榈等植物群。在展现植物多样
性和生存智慧的同时，启发人们思考人类文

明与地球生态如何共赢。
演艺中心妫汭剧场的建筑形态犹如彩蝶

飞舞，寓意心花怒放、展翅飞翔。剧场建筑面
积 4500 平方米，其中包含 3 个舞台承担本次
世园会开、闭幕式以及重要国家日等演出
活动。

作为妫汭剧场建筑主材的钢材是可循环
利用的，体现了“全生命周期”建筑理念。
屋面采用ETFE彩色膜结构，为国内首例多
色ETFE彩色膜结构建筑实例，多彩的屋面
将与周围的景观融为一体，给游客提供愉悦
的游赏空间。

探馆过程中，记者不时看到工人们紧张
忙碌的身影。据了解，北京世园会园区的整
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中国馆、国际馆、
生活体验馆、植物馆等主要场馆已准备布
展。让我们一起期待，4月29日，共赏百园
之园，共享文化盛宴。

探馆“长城脚下的世园会”

岁末年初，在“刘老庄连”连史馆，陆
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上士吕康存面对布满
弹孔的连旗、被折弯的步枪，想到76年前
82 位勇士抗敌三千、以少胜多的英雄事
迹，禁不住心潮汹涌。

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是
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连长白思才，江
西人，16岁加入红军，参加了长征，全国抗
战初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是一位英勇善
战的指挥员。政治指导员李云鹏，江苏沛县
人，青年学生出身，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学习，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政工干部。该
连班排长和战士大多数是全国性抗日战争
爆发后参军的贫苦农民，政治素质好，在长
期的对敌斗争中培养了顽强的战斗作风、
坚定的战斗意志和纯熟的战斗技巧。

1943 年春，侵华日军对江苏北部淮
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扫荡”。
3月17日，日伪军1000余人，分兵合围驻
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4
连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
下，奋勇阻击各路敌人，掩护淮海区党政
机关安全转移。是日，日伪军进行第二次
合围，4 连与日伪军在淮阳北老张集、朱
杜庄一带遭遇。激战半日，于黄昏后再次
突围，转移至老张集西北的刘老庄地区。
18日晨，日伪军进行第三次合围，4连奉
命组织防御，全连82人凭借村前交通沟，
英勇抗击日伪军攻击，使主力部队和党政
机关安全转移，全连却陷入日伪军重围。

虽经数次突围，均未成功，4 连决心
固守。连部通信员在火线入党申请书中
写道：“在党最需要的时候，我将把自己
的生命献给党和人民，决不给我们党丢
脸，决不给中华民族丢脸！”日伪军集中炮
火对4连阵地进行了毁灭性炮击，并以大
队骑兵实施冲击。4连官兵在强敌面前，

坚定沉着，不惧
牺 牲 ，浴 血 奋
战，连续打退日
伪军5次进攻，
毙伤日伪军百
余人，苦战至黄
昏，终因寡不敌
众，全连弹尽粮
绝，全部壮烈牺
牲。

新四军第
3师第7旅为表
彰 4 连的英雄
壮举，命名4连
为“ 刘 老 庄
连”。朱德总司
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
对82位烈士作出了很高评价：“全连八十
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无
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
现。”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新四军在华
中》一文中指出：“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
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时任新四
军第 3 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将军在八十二
烈士的墓碑上题下“八二烈士，抗敌三千，
以少胜多，美名万古传”的颂扬诗句。

“我愿意像八十二勇士一样，在祖国
需要的时候，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76年后，从小在刘老庄长大、立志要做八
十二勇士接班人的吕康存许下庄严承诺。

76 年来，“刘老庄连”的一代代接班
人把八十二勇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红
色基因融到骨子里、浸在血液中、刻在心
尖上，沿着烈士的光辉足迹，勇往直前，向
着建设现代化新型陆军的目标奋进。

文/新华社记者 李清华 杨庆民
（据新华社电）

走进江西省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列区，悬挂着著名抗日
英烈彭雄的画像，画像中的彭雄身着军装，
面容清秀，眼神刚毅。每当清明节、烈士纪
念日，当地都会组织中小学生来到革命烈
士纪念馆，缅怀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彭雄，原名彭文灿，1915年出生在永
新县高桥楼镇大元村。1929 年参加红
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班长、排
长、连长、营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
1军团第4师参谋长。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彭
雄任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3 旅第 686 团
参谋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八路
军路东支队司令员，鲁西军区副司令员，
黄河支队司令员等职。

1941年5月，彭雄任新四军第3师参
谋长。他非常注重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
在严格练兵的同时，还组织指战员学习、
研究军事理论。第3师还成立军事研究编
辑委员会，专门收集有关战争、战备、战术
等军事书籍，编成军事丛书，由参谋处陆
续刊出，作为干部学习的教材。1941年9
月，第3师编写的第一本军事丛书《抗日民
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彭雄在序
言中，要求大家把军事理论与革命战争实
践紧密结合，他批评只追求理论、不顾实
践的人是“空中洋楼”，而那种只会“三冲
两冲打几下的人是蛮干，是狭隘经验论”。

1943年春，彭雄与第3师第8旅旅长
田守尧等赴延安学习。3月16日，他们乘

帆船从苏北盐
河口出发，计划
沿黄海绕过日
军严密封锁的
连云港，经山东
去 延 安 。 17
日，在小沙东海
面与日军巡逻
艇遭遇。敌艇
用机枪、步枪扫
射，一再企图靠
拢。彭雄指挥
干部战士用驳壳枪、手榴弹英勇抗击，三
次击退敌艇。在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时年29岁。

彭雄、田守尧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
《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四军某师参谋
长彭雄、旅长田守尧同志壮烈殉国》的报
道。彭雄牺牲后，其遗体安葬在江苏省赣
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

1943年9月，苏北军民为彭雄、田守
尧等举行追悼会。在追悼会上，黄克诚沉
痛地说：“彭雄、田守尧两同志，均为我军
优秀的青年高级指挥员，对党忠实，作战
坚决勇敢，战争与工作经验均极丰富。此
次于海上遇敌，奋勇指挥作战，壮烈牺牲，
真是重大损失。”

“彭雄烈士生于永新，为了抗日救国，
壮烈牺牲在苏北赣榆。他身先士卒、顽强
作战、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永
新县委史志办主任贺兰萍说。

文/新华社记者 范 帆
（据新华社电）

彭雄：为国献身的“白马将军”

“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连队

本报北京2月12日讯 记者陈果静
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
局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印发<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
参与股权激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积极支持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
励政策落地实施。

《通知》明确了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

工参与股权激励所涉资金的管理原则。
一是实行登记管理，境内上市公司及其外
籍员工可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行办
理相关跨境收支、资金划转及汇兑业务，
无需事前审批；二是可由外籍员工自主选
择参与资金来源。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
工参与股权激励所需资金，可以来源于其
在境内的合法收入或从境外汇入的资金。

本报北京2月12日讯 记者吉蕾蕾
从国家邮政局获悉：2019 年春节和春运
期间，全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总体安全稳
定，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业务量、投递
量增幅较大。数据显示，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全国邮政行业寄递服务业务量为
6394万件，投递包裹5293万件。春运以
来（1 月 21 日至 2 月 10 日），全国邮政行
业寄递服务业务量为12.89亿件，较去年
同期增长35%，投递包裹16.1亿件，较去

年同期增长33%。
春节假期是快递服务的淡季。不

过，主要快递企业均开启了不停运的春
节运营模式，通过及时调控业务量、科
学调整运力、合理安排员工轮岗值班等
措施，实现了服务网络的畅通和安全平
稳运行。

据了解，对于春节期间值守的快递
员，各快递企业在落实合法薪酬保障的同
时，也推出了多种形式的福利待遇。

央行、外汇局联合发布通知

支持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

国家邮政局：

春节期间全国投递包裹5293万件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杜秀萍

春节长假结束，旅客们开始陆
续返程。最近几天，车站里多了不
少跟随父母踏上归途的小朋友。

为给这些“迁徙”的“小候鸟”们
提供更舒适的候车空间，今年我们
将原有的母婴儿童服务区进行了升
级改造，配置了塑胶滑梯、玩具车、
积木等，同时安排志愿者陪护儿童
旅客，并设立了医疗服务点。

下午巡检到候车厅南北通道
时，我发现一个 5 岁左右的小男孩
独自在哭泣，我就蹲下来问他，“爸
爸妈妈在哪儿？”他只顾大哭，说不
出话来。我只好带他来到服务岗，
工作人员那鑫洁把小朋友抱到座位
上坐好。过了一会儿，小男孩不哭
了，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那鑫洁马
上通知广播室进行广播。很快，一
对年轻的父母跑到服务台。原来，
他们刚刚买东西的时候没注意把孩
子弄丢了，正在焦急地寻找孩子。
临走前，小男孩露出了笑脸，还对我
们说了声“谢谢”。

温馨提示：在人多拥挤的地
方一定要注意看守好孩子，带小
孩上下站台时尽量走无障碍电
梯，在站台上注意牵好孩子防止
掉落股道。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
区刘老庄乡的八十二烈
士纪念碑（资料照片）。

（上接第一版）
王斌表示，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特别

是汽车和住房类相关的一些商品消费出现阶
段性增长乏力，2018年消费增速比2017年回
落1.2个百分点，说明消费发展过程中还存在
诸多变数，危与机并存。比如，汽车消费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非常大，汽车消费增速
明显回落直接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回落，
其他类商品增长比较正常。

王斌表示，虽然 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有所回落，9%的增速仍处于中高速
增长区间。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仍处于上升期，
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消费模式不断创新，消费
升级趋势不变，消费贡献进一步增强，消费升
级还将经历较长的发展阶段。

据介绍，进入2019年，经济发展过程中长

期积累的矛盾和风险进一步凸显，消费市场承
压较大，消费增速仍有可能进一步放缓。但我
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其中有4亿中等
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的升级需求，消费市场
潜力大、韧性强、活力足、成长性好。预计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继续处于平
稳较快的增长区间。

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表示，按美元
计，我国2018年实际使用外资1349.7亿美元，
同比增长3%，实现了稳外资的目标。联合国
贸发会议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
资同比下降 19%，连续 3 年下滑，这也是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2019 年，商务部将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不断加大外国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储士家表示，2018 年
我国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创历史新
纪录。根据商务部掌握的情况，2019年1月份
我国货物进出口仍然保持了增长态势。

储士家表示，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发
展面临的形势复杂严峻，但是，我国外贸稳
定发展仍然具有诸多有利因素：一方面，世
界经济下行压力虽然加大，但仍将延续缓慢
复苏态势；另一方面，我国主动扩大开放，
稳外贸政策效应显现、产业升级加快、企业
活力增强等都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储士家表示，2019年，商务部将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
上下功夫，进一步开拓多元化市场，优化国际
市场布局，大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
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积极扩大进口，激发进口
潜力，全力办好第二届进口博览会，进一步提
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干净的座椅套、整洁的车容车貌、舒适的
列车环境……春运温馨旅途的背后，有一群被
称为“动车管家”的人在默默奉献着。

广铁集团长沙客运段高铁整备质检组有
干部职工 28 人，担负着春运期间长沙南 102
组高铁动车组出库整备质量检查的任务，小到
垃圾袋、清香贴，大到微波炉、清洁车……动车
组内几十种服务用品，高铁质检员都要按作业
流程一件件严格把关。

“我们的高铁质检员都有10年以上客运
列车乘务工作经验，是名副其实的‘动车管
家’。一年365天，无论刮风下雨，都有职工在
辛苦劳作，严把着高铁动车组出库整备质量关
口。”广铁集团长沙客运段整备车间副主任李
亿群介绍说。

高铁动车白天飞驰，晚上陆续“归巢”。夜
深人静，正是高铁质检作业时间，春运期间的

下半夜，室外温度低，寒风刺骨。为确保天亮
前每趟动车组出库整备质量达到标准，质检员
冒着严寒，拿着带摄像、录音功能的手电筒，在
车厢内来回走近1000米，遇到问题时要当场
解决。高峰期动车增开，一个班次下来，每名
质检员需检查高铁动车16组以上，步行超过
10公里。

作为最早与进库动车组打交道的人，高铁
质检员也是旅客的贴心人。高铁动车组乘客
遗失手机、钱包、提包等物品的事情时有发
生。每当这时，质检人员都会急旅客之所急，
第一时间帮旅客查找遗失物品并及时归还。

“ 动 车 管 家 ”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曾 波

“小候鸟”的回家路
2019年2月12日 晴

成都东站值班站长 曹春霞

消费连年成增长第一动力

2 月 11 日，
南 昌 至 杭 州 东
G1462 次 列 车
上，列车长赵丽
萍（右一）组织旅
客在列车上猜灯
谜。春运期间，
该次列车开展流
动 多 彩 文 化 活
动，丰富旅客旅
途生活。

鲍赣生摄
（中经视觉）

北京世园会演艺中心（1月1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