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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墙灰瓦的石墙下，张
受旦开始了每日的晒太阳时
间，他的眼前，是蜿蜒曲折的石
板街，还有村口不远处水流不
息的将军渠。

张受旦已在这片小村落生
活了57年。这里是河北省邯郸
市涉县赤岸村，因村西清漳河高
岸有一红土岭而得名，但真正让
赤岸村“红”起来的，不是红土
岭，而是因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司
令部在此驻扎达6年之久。

仲春时节，万物生长，赤岸
村传承的红色精神滋养了这片
村落，也鼓舞着这里的村民自
强不息。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八路军为贯彻党中央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
针，一二九师奉命东渡黄河，挺
进太行，开辟、创建了晋冀鲁豫
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司令部
于1940年12月底迁驻赤岸村，
这一驻扎就是6年。

“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
大军出太行。”在赤岸村驻扎的
6 年里，一二九师由一支 9000
多人的队伍发展成 30 万人的
正规部队，40 万人的地方部
队，创建了全国面积最大、最巩
固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
抗日根据地。

在这里，师长刘伯承制定
出平汉战役的作战计划，并在
紧张的战斗间隙，撰写了大量
的军事教材以及敌人的作战方
式，在全军推广。

在这里，政委邓小平提出
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
政策，巩固了边区根据地，可以
说赤岸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
想的萌芽地和经济建设的试验
地。

在这里，军民水乳相融，
“一二九师刚来赤岸村的时候，
白天帮咱们干农活，晚上露宿
街道门洞，就为了不打扰大家
的生活”。每次听爷爷讲起八
路军的故事，张受旦总是满怀
敬佩之情，“1942年，涉县发生
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旱灾，土
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是刘邓
首长和一二九师的战士们抬石
头、垒石堰建起了漳南大渠，这
才结束了涉县老百姓祖祖辈辈
靠天吃饭的历史”。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赤岸
村村民与一二九师的将士们结
下 了 鱼 水 深 情 。 1938 年 至
1945年间，全村800余口人，共
腾出房屋约 660 间，供应军粮
28.8万公斤，做军鞋2.88万双，
参军战士89人，参战民兵1720
人。在抗战的硝烟烽火中，全
村百姓人人皆兵，运弹药、抬伤
员、送军粮、纳军鞋，积极支援
前线。

1986 年 10 月 28 日，刘伯
承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庙坡岭
上，庙坡岭由此更名为将军
岭。之后，徐向前、黄镇、李达
等 21 位将帅的遗骨均安葬于
将军岭，成为全国继北京八宝
山革命公墓之后安葬将帅最多
的一处。

80 多年过去了，革命前辈
留下的不仅仅是丰功伟绩，更
把红色初心深深烙在当地百姓
心中。“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群
众的真心拥护，就是与群众干
在一起，努力让群众过上好日
子。”赤岸村党支部书记张海魁
说，作为一二九师革命旧址所
在地村干部，更要传承好红色
基因和奋斗精神，带领全村人
民奔向幸福路。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
资源，赤岸村将一二九师司令
部旧址周边的十多个小院集中
收回、租用，重点打造了粗布坊、
香油坊、豆腐坊等13个太行民
居。这几年，随着红色旅游的发
展壮大，也带火了农家乐、民宿、
特色采摘等绿色产业的发展。

晌午时分，赤岸村村南的果
蔬采摘大棚中，刘志英还在忙着
给果树修剪枝丫。在果园旁的
大棚设备中，引自漳南大渠的潺
潺清泉，仍在滋养着这片土地。

“我们家一共流转了 20亩
地，主要用于建草莓大棚和果
园。”刘志英介绍说，现在生意

非常好，村周围一共流转出50
多亩地，专门用来建设果蔬大
棚，一年能给村里带来十多万
元的收入。

早在 2018 年，赤岸村 780
户、3298 人就已经全部脱贫。
但脱贫只是乡村振兴的起点，
张海魁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不
能满足现状，‘不怕困难、不怕
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
一二九师精神在不断鼓舞我们
向前发展，向好发展。眼下赤
岸村正在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
商业步行街，希望在未来能够
进一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让村民留得住、过得好。”

红色赤岸映照鱼水深情
邯郸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安

■短评 鱼水情深写新篇
群众路线，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的生命线和

根本工作路线。
当年的红色赤岸，每一户都是八路军的老房东，每

间房都有一二九师将士们的足迹。正是凭着军民水乳
相融，共产党和八路军才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才谱写
了“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传奇。

而今，赤岸百姓在当年一二九师精神的鼓舞下，
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党群同心、军民同行的革命传统，
大力发掘红色旅游资源，搭建起全域旅游的框架，也
带火了农家乐、民宿、特色采摘等绿色产业的发展，不
断向前发展、向好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未来，我们只要继续坚守党的初心使命，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建好幸福美丽
的新家园！ （王安）

全国消费促进月来了！疫情防
控向好、消费持续回升，为进一步释
放消费潜力，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
和地方，将于 5 月 1 日至 31 日集中
组织开展全国消费促进月系列活
动。

“双品网购节”“中华美食荟”
“老字号嘉年华”、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一大波促消费活动
来袭，还有商务部多位司长打 call，
你准备好了吗？

消费促进月：
惠民让利力度更大

消费促进月是全国范围内统一
开展的促消费标志性活动，是商务
部实施扩内需战略、促消费稳增长
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今年是第 10年
举办。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
说，今年的活动体现“六个更”——
更突出服务新发展格局，更突出以
节庆兴商聚市，更突出跨部门跨行
业跨领域融合，更突出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应用，更突出活动促销的
惠民实惠，更突出规范化便利化消

费导向。
惠民方面，鼓励各地方、部门、

行业为活动定制实折实扣的优惠措
施，多地落实专项资金，发放消费
券，给予汽车以旧换新和节能家电
消费补贴，各大电商平台和流通企
业积极采取直降、打折、满减、立减
等多重让利促销。

活动还督促商家严把商品服务
质量关，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并鼓励企业商家开展无接触配
送，无理由退货等全流程售后服务，
促进便利舒心消费。

双品网购节：
“丝路电商”伙伴国打

造国别爆款

本届“双品网购节”是第三届，今
年特点是地方参与更深、企业热情更
高、商品服务更优、国别爆款更多。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司长骞芳莉
介绍说，今年优选 260 余家电商企
业，数量远高于往届，包括综合类、
垂直类、服务类电商。除服饰、食
品、消费电子等传统品牌，还有汽
车、家居家装等大宗消费品，以及出

行旅游、生活维修服务等服务品牌
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国别爆
款更多。骞芳莉说，商务部将邀请
约20个“丝路电商”伙伴国参与，共
同打造国别爆款。伙伴国驻华大使
将亲自录制视频，宣介本国特色产
品和旅游资源。

中华美食荟：
推出大众特色菜投票

“中华美食荟”活动主题为“品
鉴中华美食，乐享美好生活”，活动
从4月开始，持续到年底。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陈春江介绍
说，活动期间将重点推出“沙县小
吃”华夏行、广州国际美食节、成都
美食旅游节等31项地方特色活动。

此外，各地将推出大众爱吃的
特色菜，由此汇编成《中华美食荟》
图书，在 9 月湖南长沙举办的中国
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上发布，届时
还会有特色菜品鉴、公众投票。活
动还将全面贯彻制止餐饮浪费理
念，深入开展“光盘行动”，推广“公
勺公筷 文明用餐”，积极倡导节约、

绿色、健康、安全、文明消费新理念。

老字号嘉年华：
线 上 线 下 开 展 25 场

全国性活动+百余场地方
活动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刘德成
说，“老字号嘉年华”系列活动，围绕

“国潮国货、品质生活”主题，聚焦传
统节日、重点活动、重要展会三大节
点，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25场全国性
重点活动和百余场地方特色活动。

他说，商务部将结合端午、中秋
等传统节日和中国品牌日、非遗日
等主题日，消博会、服贸会、进博会
等重要展会组织开展。并在步行
街、购物中心、商超开设老字号专
柜，在电商平台设立老字号专区等。

全国“老字号嘉年华”启动仪式
将于5月 12日晚在广州北京路步行
街举办。整个活动期间，商务部将
组织专家学者和老字号企业开展交
流研讨，推广典型案例，并推动有关
机构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分析老字
号消费趋势，引导企业开发新产品

新服务。

首届消博会：
国外参展品牌 1319 个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
于 5 月 7 日至 10 日在海南海口举
办。朱小良说，目前各项筹备工作
进展顺利，招商招展工作基本完成。

据介绍，国际展区参展企业达
648 家，参展品牌 1319 个。国内展
区参展企业超 800 家。总体看，特
装展位面积所占比重超9成。

朱小良说，据最新统计，来自瑞
士、法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
的众多国际品牌将举办 70 多场活
动，发布上百款新品，涵盖服饰箱
包、美妆用品、食品饮料、珠宝钻石
等几十个品类。上海、福建、广东、
西藏等 10 个地区将举办地方精品
发布活动。

他还表示，相关部门正积极推
动制定消博会展期内境外展品免税
政策，将于近日出台，对于符合一定
条件的进口展品，在展期内销售享
受免税优惠。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全国消费促进月来了，这份参与指南请收好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于5月7日至10日在海口举办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王雨萧

印度近期新冠疫情严重反弹，已
连续三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30万例。
疫情告急之际，受美国疫苗原材料出
口禁令影响，印度还面临疫苗生产线
停产危机，令抗疫难上加难。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持续叫停疫
苗原材料出口是“美国优先”的又一例
证，这种做法不仅拖印度抗疫的后腿，
也令环环相扣的全球抗疫进程更加艰
难缓慢。

“疫苗黑手党”

印度卫生部 24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新增确诊病例 346786 例，累计确
诊 16610481 例；新增死亡 2624 例，累
计死亡189544例。这是印度连续第三

天新增病例超过 30万例，死亡病例连
续多日超过2000例。

不少专家认为，加速疫苗接种是
缓解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印
度在疫苗产能“源头”上遭遇麻烦。去
年 4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动用《国
防生产法》，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施出
口管制，该禁令延续至今。印度新冠
疫苗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原材
料，美国的一纸禁令无异于卡住了印
度疫苗生产的“脖子”。有印度媒体报
道称，如果美国不提供 37 种关键原
料，印度的疫苗生产线将在几周内停
产。

近期印度舆论纷纷谴责美国，有
新闻网站甚至称美方这种做法是“疫
苗黑手党行为”。印度最大疫苗生产

商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阿达
尔·普纳瓦拉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向美
国总统拜登喊话，要求美国尽快解除
疫苗原材料的出口禁令。

“美国优先”依旧

面对疫苗生产危机，印度官方试
图通过外交努力让美国解除出口禁
令。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社交媒体
上发文称，他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
电话讨论了包括“卫生合作的相关问
题”。

不 过 ，印 度 的 努 力 似 乎 收 效 甚
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日前在
记者会上强调，“应该首先为美国人全
面接种疫苗”。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

也直白表示，“拜登政府的首要职责是
满足美国人的需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日印澳四
国领导人上月刚刚表示，愿意出资协
助印度生产新冠疫苗并分发给其他国
家，如今美国却继续限制原材料出口，
其做法实际上是在阻碍他国疫苗生
产。

日本《每日新闻》不久前撰文指
出，拜登政府强调在美国国内实现一
定程度的群体免疫后，才会正式启动
对外援助。“至少在疫苗分配方面，拜
登继承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路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
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指出，美
国禁止向印度出口疫苗原材料将对美
印合作带来不利影响，此举也使美日

印澳达成的对印疫苗援助计划破产。

连锁反应危险

美国若持续“断供”疫苗生产原材
料，不仅增加印度抗疫难度，在连锁反
应之下，世界抗疫脚步也势必受阻。

为应对严重疫情，印度政府已宣
布将从 5 月 1 日起，向全国所有 18 岁
以上成年人开放新冠疫苗接种，届时
疫苗需求必然进一步增加。在此背景
下，美国是否取消禁令在未来几个月
对印度至关重要。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最大供应商，印度
血清研究所原本承诺向该计划供应
至少 11 亿剂疫苗，其中约 1 亿剂在 5

月底前交付。同时，该研究所还承接
了为英国、加拿大等国生产阿斯利康
等疫苗的订单。而在印度疫情吃紧
与美国出口限制因素叠加之下，有多
家媒体报道说，印度已经叫停主要疫
苗出口，不少疫苗订单也将延迟交
付。

印度报纸《商界》24 日刊文指出，
印度疫情持续时间越长，病毒发生变
异并扩散到世界各地的风险就越大。
而印度停止疫苗出口，那些原本盼望
印度疫苗的国家也或将需要等待更长
时间。

普纳瓦拉此前警告说，美国禁止
关键原材料出口将阻碍全球疫苗接种
工作，“出口禁令实际上等于禁止（生
产）疫苗”。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莎
米卡·拉维指出，限制制造疫苗所需
原材料的供应将导致全球疫苗生产商
推迟疫苗供应，从而错过抗疫时间
表。

（新华社新德里4月25日电）

“美国优先”令印度抗疫难上加难
新华社记者 胡晓明

“留光”1小时！

我国科学家刷新世界纪录
迈向“量子U盘”

新华社合肥4月 25日电（记者 徐海涛）

光以每秒 30万公里的速度运动，让它“慢下

来”乃至“停留下来”，是重要的科研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5日发布消息，该校

李传锋、周宗权研究组近期成功将光存储时

间提升至 1 小时，大幅刷新 8 年前德国团队

创造的 1 分钟的世界纪录，向实现量子 U 盘

迈出重要一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日前发表了该成果，审稿人认为“这是一个巨

大成就”。

光是现代信息传输的基本载体，光纤网

络已遍布全球。光的存储在量子通信领域尤

其重要，因为用光量子存储可以构建量子中

继，从而克服传输损耗建立远程通信网。另

一种远程量子通信解决方案是量子U盘，即

把光子保存起来，通过运输U盘来传输量子

信息。考虑到飞机和高铁等运输工具的速

度，量子U盘的光存储时间需要达到小时量

级，才有实用价值。

李传锋、周宗权研究组长期研究这一领

域，他们2015年研制出光学拉曼外差探测核

磁共振谱仪，刻画了掺铕硅酸钇晶体光学跃

迁的完整哈密顿量。近期，他们在实验上取

得重大突破，结合“原子频率梳”等技术，成

功实现光信号的长寿命存储。

在实验中，光信号经历了光学激发、自旋

激发、自旋保护脉冲等一系列操作后，被重新

读取为光信号，总存储时间达到1小时，而且

光的相位存储“保真度”高达96.4±2.5%。

“简单来说，我们就是用一块晶体把光

‘存起来’，一个小时后取出来发现，它的相位、

偏振等状态信息还保存得很好。”李传锋说，光

的状态信息很容易消失，这个研究大大延长了

保存的时间，也因此有望催生一系列创新应用。

比如，将两台相距较远的望远镜捕捉到

的光，保存后放到一起进行“干涉”处理，可

以突破单个望远镜的尺寸局限，大幅提升观

测的精度。

量子U盘对构建全球量子通信网具有重

要意义。李传锋介绍，为实现量子U盘，不仅

要高精度的“留住光”，还要提升信噪比，这

也是他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虚构“划线价”诱骗消费者
北京顶格处罚违法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

新华社北京4月 25日电（记者 陈旭）记

者25日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近期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组织专项检查，对 4 家校外教育培

训机构利用“划线价”诱骗交易的价格违法行

为依法进行查处。

此次通报的企业是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新东方讯程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高思博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百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查均属于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

格违法行为。例如，北京新东方讯程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运营的线上平台销售

的多款培训课程，销售页面显示诸如“优惠后

￥199，￥2160（划线价）”的优惠促销活动，

但“价格￥2160”在优惠促销活动前未实际

成交过。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第

一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有

关部门对“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

“高思”4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上述价格违法

行为分别给予警告和 50 万元顶格罚款的行

政处罚。

下一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执法，重拳查处虚假噱头

宣传和虚假广告、以划线价等形式虚构原价、

价格欺诈、未对相关资质进行公示、利用合同

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未经许可擅自开

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等违法违规行为。

▲1942 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干部、战士帮助赤
岸群众修河造田。

◀游客游览位于赤岸村将军岭上仍在使用的
“将军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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