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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蒙东电力第一时间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部
署，迅速行动、快速响应，组织召开支援河南防汛抢险保
供电专题会议，详细部署有关工作。制定支援河南应急
抢修供电保障工作方案，成立以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潘秀宝，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张成松为组长的供电保障工
作领导小组，设备、安监、后勤、宣传、物资多个工作组协
同联动，紧急集结 330 余名配网抢修技术骨干分两批奔赴
抢修一线。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部署，国网蒙东电力将全力
支援郑州市高新区的电网应急抢修工作，对受损小区的
电缆、配电室、变压器、分支箱等设备开展抢修和试验，确
保尽快恢复正常供电。

“河南挺住！我们来了！”
“蒙豫同心，共克时艰！”
国网蒙东电力支援队向着河南郑州一路奔驰而来。

一路上，支援团队得到了沿途车辆行人的点赞欢送，高速
公路交警为保电车辆沿途护送，国家电网人火速驰援、全
国一盘棋的高效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国网蒙东电力将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部署，全力
以赴保障电力供应，筑牢电力抗洪救灾的“铜墙铁壁”，坚
决打赢这场抢险保电支援战。 （陈锌 孙嘉琪）

出征！国网蒙东电力330余名电网技术骨干驰援河南！

国网蒙东电力将全力支援郑州。 丁伟光 何塔拉 摄

□新华社记者 郑良 邰晓安 许雪毅

7月25日傍晚，福建福州，随着第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现场落锤声响，“泉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正式成
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海相伴，
向海而生，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10至14世纪，
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时期，泉州港以“刺桐
港”之名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
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

历经千年，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遗存在泉州仍然得到精心呵护，活化利
用。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赋予这
些遗存新的活力，也给泉州带来新的机
遇。“宋元时期，多种文明在泉州交流碰撞，
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美美与共，这对于今
日的世界仍然是重要启示。”泉州申遗文本
负责人傅晶说。

梯航万国的刺桐古港
洛阳桥，耗银千万两的宋代超级工程

至今人来人往，显示出交通运输的畅通；尾
林窑址，山坡上层层叠叠的古代瓷片，可以
管窥生产规模的庞大；草庵摩尼光佛，世界
海洋贸易中心强大的文化包容力跃然纸
上⋯⋯

走近泉州 22 个遗产点，至今能触摸
到宋元泉州从生产运输到销售贸易、从山
区腹地到沿海平原、从多元社群到城市结
构的多元繁荣景象。

“这些遗产点构成了一个复合型系
统，在 10 至 14 世纪是世界上非常先进
的。”傅晶说。

走近泉州石狮市的石湖码头遗产点，
岸礁上千年前挑夫搬运货物的石阶依然
清晰可见。不远处，高约36米、为宋元时
期泉州港“潮声帆影”指引方向的六胜塔傲
然耸立。它们共同见证了古代泉州港最
为繁盛辉煌的时刻。

“当时泉州市场的消化能力、转运能
力、辐射能力都很强，客商在这里可以采购
到任何他需要的货物。”泉州石狮市博物
馆馆长李国宏说。

据记载，元代时与泉州通航贸易的国
家与地区近百个、进口商品种类达330多
种。在泉州这个国际商贸中心，商人们来
时装载香料、药材、珠翠、布帛等大量“蕃
货”，去时还可载满陶瓷、丝绸、茶叶、铁等

“中国制造”，往返贸易，利润往往十分可
观。

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当
时泉州港的繁荣赞叹不已，还在书中专门
计算了泉州港的贸易收益问题。

有人销售，有人购买。有人运输，有
人管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背后，是
国家和地方对海洋贸易发展的重视，是强

大的制度保障、生产基地、运输网络与多元
社群共同作用的结果。

北宋中央政府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
也就是海关，泉州成为国家级对外窗口。
中外商人在泉州做生意得到制度和法律
的充分保障。

“比如，外国商人在交易或生活过程
中发生什么意外状况，可以得到外商财产
保全等涉外法律的保驾护航。”李国宏说。

在他看来，“中国人走向深蓝，探索未
知世界，走出去请进来，泉州不是最早的，
但在宋元时期是做得最成功的。”

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 10至
14世纪迎来了又一次异彩纷呈的繁荣期，
形成了大航海时代前的“首个世界体系”。

身处这一体系中的泉州，是其中的佼
佼者。它不仅仅是一座繁荣的海港城市，
更是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世界
级城市平台。大批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
等地的商旅、使者陆续定居泉州，呈现出

“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不同习俗和文
明和谐共存、相互交融，也造就了泉州开
放、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

傅晶表示，宋元泉州最独特的价值，
就是形成了一种区域整合、多元繁荣的独
特发展智慧和卓越成就。这种杰出的社
会发展智慧让泉州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
认可的10至14世纪能够代表世界的典范
城市。

历久弥新的半城烟火
泉州古城，中式古厝与南洋骑楼交错

林立，充满了浓郁的闽南风情。这里也是
泉州遗产点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此次
6.41平方公里的古城全部作为遗产保护
缓冲区，这在全国文化遗产项目中并不多
见。

“这意味着，整个泉州古城内新建、扩
建、改建项目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泉州市
申遗办副主任吕秀家说。

此前，国际专家来现场考察时，感叹
泉州古城很宝贵，格局肌理很完整、遗产非
常丰富，建议把古城全部纳入缓冲区，以便
让古城今后可以更好地保护下去。

这番建议得到泉州市委市政府积极
响应。

“泉州的老百姓从古到今都有爱护遗
产、保护遗产的自觉性。”吕秀家举例说，泉
州府文庙在清代就立了示禁碑，不允许摆
摊设点；洛阳桥同样也立有示禁碑，要求附
近的窑厂不能靠近开挖。

泉州的城市更新，也在小心呵护古城
这难得的烟火气。

为了提升泉州古城人居环境，近年
来，泉州对多条街巷实施改造提升，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却不过多影响他们，不采取大
拆大建或盆景式开发，而是大力推行“微改
造”，让古城“见人、见物、见生活”。

泉州古城办项目建设组副组长谢永

明说，古城原来的建筑，有的基础设施老
化，有的存在功能缺失，改造主要是提升古
城的排水排污、电力电线、立面改造等基础
设施，让古城更宜居。“对城市建设者来说，
这种‘微改造’属于‘自讨苦吃’，却保障了
城市文脉的活态传承。”

最早示范“微改造”的金鱼巷，效果已
经显现：街道两侧的建筑风貌保持不变，但
密如蛛网的电线下地了，地下管网铺设了，
功能设施焕然一新。

“我在古城长大，夏天喜欢坐在戏院
门口柱子的莲花瓣上，很清凉。戏院对面
屋顶开满蓝花楹，跟花的毯子一样。”谢永
明说，改造后的老城，依然带着温馨的旧时
模样。

文化遗产保存的完整性是成为世界
遗产的一个必要条件，获评世界遗产又会
进一步增强本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泉
州市文旅局文保科副科长李庆军认为，这
种自豪感会加强社会凝聚力，有利于让文
化遗产保护得更好。

美美与共的千年回响
泉州涂门街，这条长约千米的古街

上，清真寺、关岳庙、文庙比邻而居。很多
外地人初到泉州，往往诧异于这一文化上
的和谐。而泉州本地人对此却习以为常。

“10 至 14 世纪，泉州创造了一个多
元、开放、共享的典范城市。如今，多元、开
放、包容依然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底色。”泉
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林瀚说。

“宋元时，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等
地的外国人不仅仅做贸易，他们对泉州这
座国际化港口城市也有很深的认同感。”
泉州晋江市博物馆陈埭回族史馆馆长丁
清渠说，创造泉州港奇迹的、讲述泉州港
故事的，不仅仅是泉州人、中国人，千年前
所有居住在泉州的人都是泉州荣耀的参
与者。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一幅大型
手绘《刺桐梦华录》生动再现了宋元泉州港
的多元共融景象：熙熙攘攘的码头上，身着
各色服饰、不同容貌的商旅百姓，或忙碌或
游戏，和谐交融。

这一繁荣景象，如今仍在延续。站在
六胜塔旁眺望，不远处便是泉州港石湖码
头，港区的保税物流中心（B型）7月初刚刚
封关运营。这种比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
库开放性更强的监管方式，将有力提升泉
州港的贸易便利化和国际竞争优势。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市正在全力
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
2021 年 上 半 年 ，泉 州 市 外 贸 进 出 口
1248.1亿元，同比增长 55.3%。“十四五”
期间，泉州将建设“公铁海空”一体的海丝
国际物流中心，连接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新华社福州7月25日电）

重新发现中国海洋文明
——解码泉州世遗

新华社郑州 7 月 25 日电 （记者
牛少杰）25 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最新灾情和救
灾情况。据通报，截至 25 日 12 时，河
南强降雨已致 63 人遇难、5 人失踪；郑
州持续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重点
推进灾后消杀工作。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 25 日 12 时，此轮强降雨造成
全 省 139 个 县（市 、区）1464 个 乡 镇

1144.78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63 人、失
踪 5 人，已紧急避险转移 86.19 万人。

在抢险救援方面，7 月 24 日当天，
河南省投入抗洪抢险救援力量主要在
郑州、新乡、周口、鹤壁、开封、许昌 6 个
地市开展加固堤坝、营救人员、疏散转
移、排水排涝等抢险救援工作，参加抢
险救援人员 5.6 万余人、装备 5900 余
台（套）。社会救援队伍投入 201 支、
3021 人，780 台（套）装备参与抢险救

援 ，完 成 救 援 任 务 726 次 ，转 移 群 众
6100 余名。

此外，郑州市以清垃圾杂物、清除
淤泥和消毒消杀为重点，全速推进爱国
卫生运动。自 7 月 22 日全面启动灾后
消杀防疫到 25 日中午 12 点，全市共消
杀点位 38416 个，消杀面积 4761 万平
方米，主要包括居民楼院、垃圾中转站、
公厕、游园、农贸市场、道路、工地、积水
点、临时安置点、受灾村庄及养殖场等。

河南通报最新灾情 郑州大力开展灾后消杀

□新华社记者 许舜达 黄筱 王俊禄

记者从浙江气象服务中心获悉，今
年第 6 号台风“烟花”已于 7 月 25 日 12
时 30 分前后登陆浙江舟山普陀区，登陆
时强度为台风级，中心气压 965百帕，中
心最大风速38米/秒。

台风“烟花”登陆前夕，舟山市普陀
山-朱家尖管委会工作人员徐尧带队，一
行四人去检查建筑工地安全情况，途中
车辆被一个海浪劈头盖脸“击中”。“整个
车像是被海水用力地拍了一下，大家吓
出了一身冷汗，幸好车辆没有受影响。”
徐尧说，台风没走之前，大家一刻都不敢
松懈。

24 日 10 时起，受台风影响，舟山市
超过 6000 米道路因海水倒灌不同程度
受淹，救援人员采取应急强排、沙包封堵
等措施紧急抢险。当地已累计出动应急
队伍 580 余人次，处理树木倒伏等各类
隐患120余处。

浙江省防指已于 24 日 12 时将防台

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截至台风“烟
花”登陆前，浙江全省 1.7 万艘海洋渔船
已全部在港避风，共开放避灾安置场所
12000余个，转移人员150余万人。

在象山县实验小学的体艺馆里，部
分转移安置过来的群众已打好了地铺，
馆内电源、照明设备、饮用水和食品等基
本生活物资也配备齐全。“这里发的有泡
面、面包、牛奶、火腿肠。”虽然心中都还挂
念着家里，但吃着热乎乎的午饭，从金华
来象山打工的邹爱乡，心里还是暖暖的。

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烟花”具有
路径复杂、影响范围广、风雨潮叠加、登
陆后陆上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等特
点。台风“烟花”登陆舟山后，预计将于
25日晚上在浙江嘉兴到江苏启东一带沿
海再次登陆，之后有可能在华东地区长
时间回旋或滞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
等地将会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风雨。

随着台风“烟花”路径北抬，新华社
记者其中一路小分队从台州北上。沿途
高速公路上，车辆明显减少，一队应急救
援车辆自南向北疾驰。

下高速，记者来到绍兴市上虞区，这
里也是浙江省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地区之
一。乡村道路上，到处可见山丘上的雨
水汇成溪流，又瀑布一样坠入河道。

在上虞区陈溪乡陈溪村，原本热闹
的鲤鱼坝景区已被洪水淹没，个别散落
的帐篷在风中撕扯。25 日一大早，两个
班的民兵们集结后装上沙包，加高堰坝，
以防洪水蔓延到村里。

台风汛情瞬息万变，临近中午，河流
和水库的水位越来越高，周围几个村面
临新的威胁。“给你 30 个人，任务是把水
库下游的群众转移出来。任务要完成，
人必须没事！”陈溪乡人武部部长施炯辉
站在雨中，抹了一把脸，朝着综合勤务班
班长倪亮下达指令。

旋即，一场紧急转移迅速展开。上
虞区人武部政委项延玳说，一个小时不
到，绝大多数群众已配合转移。风雨还
在肆虐，防御的弦却始终紧绷⋯⋯

（参与采写 顾小立 唐弢 郑梦
雨 华洪立）

（新华社杭州7月25日电）

台 风“ 烟 花 ”登 陆

7 月 25 日，在淇县黄洞乡鱼大线公路旁，三台挖掘机同时作业，抢修道路（无人机照片）。近日，地处太行山区的河南省鹤壁
市淇县黄洞乡遭遇强降水，引发山洪导致黄洞乡境内的鱼大线公路被冲毁，2 个行政村 200 多名群众被困山上。当地政府紧急
调配大型机械抢修道路。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抢修受损道路

新华社东京 7 月 25 日电 （记者
王沁鸥 王恒志）东京奥运会开幕后
第二天，新世界纪录就来了，而中国
代表团也再添三金。中国女排则首
战失利，不过她们的卫冕之旅才刚刚
开始。

金牌大户项目游泳 25 日上午开始
产生金牌。美国入账 6 枚奖牌；突尼
斯小将哈夫纳维在男子 400 米自由泳
决赛中上演“边道奇迹”，最后 50 米逆
转夺冠；伦敦、里约两届奥运冠军澳大
利亚队以 3 分 29 秒 69 的成绩打破了
由她们自己保持的女子 4x100 米自由
泳接力世界纪录，实现该项目三连冠；
中国女将张雨霏继续在女子 100 米蝶
泳中高歌猛进，以唯一在预赛、半决赛
中都游进 56 秒的身份挺进 26 日的决
赛。

25 日还见证了两项统治级连冠的
诞生。韩国女队第九次称霸射箭女团
项目，自 1988 年汉城（首尔）奥运会以
来，韩国还从未让这块金牌旁落。而
中国跳水也在女子双人 3 米板中实现
奥运五连冠，施廷懋/王涵代表“梦之
队”出征，轻松夺冠。

中国组合创造历史后还上演了温
情一幕。在领奖台上，同年出生的施
廷懋和王涵为彼此戴上金牌，之后深
情相拥。

中 国 力 士 继 续 在 东 京“ 独 孤 求
败”。男子 61 公斤级和 67 公斤级决赛
中，两个级别总成绩世界纪录保持者
李发彬和谌利军均在最后一次试举前
便宣告夺冠。

跆拳道项目中，里约奥运会 58 公

斤级冠军赵帅“升级”后在男子 68 公斤
级中遗憾止步半决赛，最终拼得一枚
铜牌。

当日，游泳、射击、跳水、跆拳道、
举重、射箭、公路自行车、击剑、柔道、
滑板等项目共产生 18 枚金牌。拿下 3
金的中国队以 6 块金牌暂居金牌榜第
一，美国、日本势头强劲单日分别拿下
4 金。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法国、
奥地利以及俄罗斯运动员均斩获首
金。

被 寄 予 厚 望 的 中 国 女 排 当 日 首
秀，但卫冕冠军的表现令人意外，她们
以 21：25 和两个 14：25 的悬殊比分连
失 3 局，爆冷负于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
土耳其队，重演了里约奥运会首场失
利的一幕。

全场比赛，中国队扣球成功率仅
有 80 中 28，主攻手朱婷被压制，全场
仅得 4 分，全队仅张常宁得分上双。比
赛中，主教练郎平多次换人变阵，但收
效甚微。赛后，她表示对队员发挥感
到惊讶，表示回去要好好总结。

其他球类集体项目中，三人篮球
中国女队两战全胜，其中包括赢下了
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男篮虽分别
以 1 分和 3 分惜败于欧洲强队，但状态
回升；中国女曲 4：3 胜日本迎开门红。
在晚间进行的“男篮决赛提前预演”
中，美国 76：83 不敌法国。

25 日的赛场也见证了蓬勃青春与
老将故事的交织。在男子 10 米气步枪
和女子 10 米气手枪决赛中，6 名奖牌
获得者中 5 人都出生在 1995 年之后，
中国选手收获一银两铜。首次入奥的

新项目冲浪和滑板当日开赛，23 岁的
日本选手堀米雄斗获得男子滑板街式
冠军。

有趣的是，堀米的家离比赛场地
仅 20 分钟路程。这不仅让冠军回家庆
祝都方便了许多，也让人不禁对这种
巧合莞尔——走上奥运舞台后，这项
发源于街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块金
牌，归属于在这个街区长大的孩子。

46 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选手丘
索维金娜则在女子跳马项目中止步资
格 赛 ，结 束 了 自 己 八 届 奥 运 会 的 征
程。当年因“你未痊愈，我不敢老”而
感动无数人，如今，这位“妈妈级”选手
将继续追求她的快乐人生。

冲浪按计划将在 28 日决出男、女
两块金牌，但今年第 8 号台风“尼伯特”
将在 27 日前后登陆日本，赛期或将调
整。

调 整 的 还 有 部 分 名 将 的 奥 运 之
旅，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高尔夫
名将约翰·拉姆和世界排名第六的美
国高尔夫选手布赖森·德尚博因新冠
检测结果呈阳性，退出东京奥运会。
澳大利亚竞走运动员、里约奥运会男
子 20 公里铜牌得主丹·伯德－史密斯
宣布因家庭成员健康原因将不参加东
京奥运会。已经在东京开启训练的两
届奥运会网球男单冠军、英国名将穆
雷宣布因伤退出男单比赛。

26 日将产生 21 块金牌，其中乒乓
球混双将迎来“中日大战”，“昕雯”组
合将迎战日本的水谷隼/伊藤美诚；跳
水男子双人 10 米台、举重女子 55 公斤
级等项目中，中国队也有望夺金。

日进三金 女排失利 纪录改写 名将退赛

7 月 25 日，中国选手施廷懋（左）和王涵在颁奖仪式上。当日，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施廷懋/王涵
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施廷懋/王涵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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