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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05 丝路花雨·出彩河南丝路见证
“四条丝路从郑州出发”郑报全媒体大型实地探访活动

卢森堡当地时间 6月 22日 18
时10分（北京时间6月23日24时10
分），郑报集团“空中丝路”6人采访
团抵达卢森堡机场，正式开启“丝路
花雨 出彩河南丝路见证”——“四
条丝路从郑州出发”大型实地探访
活动的欧洲之旅。

上午 10时 30分从北京首都机
场出发，近14个小时后，郑报全媒体
记者一行抵达卢森堡。由于两地有
着6个小时的时差，此时的卢森堡天
光大亮，凉风习习，空中偶有雨丝飘
落。从郑州到卢森堡，跨越亚欧大
陆、万里之遥的距离，此时此刻，充满
欧洲风情的“千堡之国”卢森堡真真
切切出现在记者一行面前。

为了让记者团一行更好地感受
卢森堡的魅力，在去往住宿地的路
上，司机放弃了走高速，改走乡村公
路。两车道的公路车辆稀少，路两
侧绿树成荫，农田、牧场连绵不断，
偶尔还能看到牛羊在田间漫步。“卢
森堡国家面积不大，东西 60公里，
南北 100公里，总面积 2586平方公
里，约为郑州的1/3大。”司机告诉记
者一行，卢森堡位于欧洲大陆的西
北部，纬度较高，夏季气温凉爽，白

天特别长，凌晨三四点天就开始放
亮，夜里 10点多天才会黑，如今还
保留着使用夏令时的习惯。

沟通中，记者进一步了解到，6月
23日是卢森堡国庆日，全国放假。6
月22日夜里，卢森堡还有焰火晚会，
地点就在有着“中国银行路”之称的
卢森堡市皇家大道——近10家中资
银行都在这条路上设有办公机构。

除中资银行外，华为、联想、宇
通等中企的身影在这里也能找到。
不过当地人最为熟悉的中国企业仍
然是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记者一行在从德国法兰克福入境
时，负责边检的年轻人听到“河南航
投”几个字后变得非常热情，并表示
他来自卢森堡，所以熟悉这家企业，
很多卢森堡人都知道这个名字。

据介绍，2013年3月，河南航投
正式启动收购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
公司35%股权项目，开始了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的新征程。2014年6月
27日，郑州至卢森堡货运航线开通，
架起了一条横贯中欧的“空中桥梁”。

“当时卢森堡货航拿出35%的股
权拍卖，共有三家企业参与竞标，河
南航投出资金额最低，最终卢森堡却

选择了我们。”河南航投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卢森堡方面坦言，他们看
中的就是河南在中国的枢纽优势。
“这其实和我们选择卢森堡的原因
一样，卢森堡被称为‘欧洲的河南’，
是欧洲的枢纽。”

事实证明，“空中丝绸之路”一
头连着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连
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一条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之路，也是一条潜力
无限、前景光明之路。

2017年 6月 14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时指
出，要深化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
框架内金融和产能等合作，中方支

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要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人
文交流，提高人员往来便利化水
平。“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全面提速。

今后几天的采访之中，记者团
一行将走进卢森堡政府机构、卢森
堡货航和当地中资机构，走进卢森
堡的工厂、农场，带您近距离了解这
个“空中丝绸之路”另一端的国家，
全景展示“空中丝绸之路”的最新发
展成果，以及卢森堡当地人对“空中
丝绸之路”未来发展的期望。
郑报全媒体记者 聂春洁 武建玲
马健 段天博 许婷婷 安璐
发自卢森堡

从郑州飞抵卢森堡 我们来到“空中丝路”另一端
“空中丝路”采访团开启“千堡之国”探访之旅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
瓜大又甜，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
啊，两个眼睛真漂亮……”“西北民
歌之父”“西部歌王”王洛宾在80多
年前改编创作出的新疆民歌《达坂
城的姑娘》早就唱响国内外，成为
世界各地人民都喜爱的歌曲。而
这首歌里唱到的“达坂城”，就位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
齐。6月 23日，郑报全媒体“陆上
丝路采访团”记者一行从哈密乘动
车一路西行来到乌鲁木齐，开启对
这个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
市和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商贸中
心的采访。

乌鲁木齐是全疆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也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
中国西部桥头堡和中国向西开放
的重要门户。它地处亚欧大陆中
心，毗邻中亚各国，有“亚心之都”的
称呼，自古以来是沟通东西商贸的
重要枢纽，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
的重镇。全市辖7区1县（天山区、
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头
屯河区、达坂城区、米东区，乌鲁木
齐县），总面积 14216平方公里，其
中建成区面积365.88平方公里。

“乌鲁木齐”是蒙古语“优美的
牧场”之意。公元640年，唐朝政府
在天山北麓设置庭州、辖4县，这一
带被称为轮台县。现乌鲁木齐市
东南郊乌拉泊水库南侧的古城遗

址，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轮台县
城。边塞诗人岑参曾在轮台生活
过三年，写下了“戍楼西望烟尘黑，
汉兵屯在轮台北”的诗句。

记者一行走出乌鲁木齐火车
站，这里气候凉爽，街道整洁，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自2014年起，新疆
先后印发实施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五大中心”建设，以及十大进出
口产业集聚区等专项规划。2014年
以来，全区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20
公里，总里程达到6231公里。航空
方面截至2019年5月底，运营在飞航
线 264条，16个国家、20个国际城
市。2016年5月，中欧班列乌鲁木齐
集结中心开行首趟中欧班列，至2017
年9月7日，实现了每日开行两列。
开行目的地从最初的哈萨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主要城
市，延伸至德国、格鲁吉亚、土耳其、
俄罗斯、伊朗、波兰等欧亚国家。

乌鲁木齐热力、风力资源极为
丰富，拥有中国西部最大的风力发
电厂。此外，乌鲁木齐东有吐哈油
田，南有塔里木油田，北有准东油
田，西有克拉玛依油田，素有“油海
上的煤城”之称。除了丰富的矿产
资源，乌鲁木齐市区有著名的红山、
鉴湖等“八景”，市郊有南山风景区、
天山天池等旅游胜地。其中，南山
风景区地处亚欧腹心极度干旱区，

以冰雪景观、葱郁林草、奇特山石、
优越旅游气候、高山林牧区风光和
浓郁少数民族风情为主要特色。

电视剧《铁牙铜齿纪晓岚》中
满腹经纶、口吐莲花的纪晓岚，也
就是清代大才子纪昀，他曾被皇帝
“遣戍乌鲁木齐”，虽然两年后被赦
回，这里的独特人文风情却给纪昀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将自己
在乌鲁木齐生活的两年中的见闻和
感受写成《乌鲁木齐杂诗》160首，
分为风土、典制、民俗、游览、神异、
物产等几类，为人们了解 200多年
前的乌鲁木齐保存了重要的史料。

晚年的纪晓岚还写成近 40万
言的《阅微草堂笔记》24卷，包罗
丰富，其中收入他在乌鲁木齐期
间搜集的志怪传闻近百条。在乌
鲁木齐市区，还保留有阅微草堂
这一景点。

接下来的几天里，郑报全媒体“陆
上丝路采访团”记者一行将在这里为
大家带来精彩的报道，敬请关注。
郑报全媒体记者 左丽慧 黄永东
郭仕杰 乌鲁木齐报道

兰州曾是贯穿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
道，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霍去病北击
匈奴、唐玄奘西天取经……无不从这里走
过。6月22日，郑报全媒体“陆上丝路采访
团”实地探访兰州标志性建筑，追寻黄河沿
岸丝路古道，体验黄河民俗文化。

千年筏子百年桥，万里黄河第一漂。
古丝路在甘肃境内的黄河上有不少古渡
口，当时最常用的牛羊皮筏，旧称“革船”，
在黄河上游借助河水之力，是古时运输人
员和瓜果蔬菜物资的水上工具，如今，羊皮

筏在黄河上游完好的延续下来。羊皮筏子
不仅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
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九曲黄河十八弯，筏子起身闯河关。”
兰州水车园的黄河羊皮筏子漂流中心，羊
皮筏子这个黄河上最古老的交通工具，如
今成为游客们的最爱，也是一道引人注目
的风景线。“皮筏有大有小，小皮筏通常由
13只羊皮袋子扎成，采用前4只、后4只、中
间 5只的排列方式，主要用于短途运输。
大皮筏由数百只羊皮袋子或牛皮袋子扎

成，能载重十几吨。”一名撑筏人说，小皮筏
子可以载客 4~6名，外地来的游客们都喜
欢体验一番。

随着撑筏人黄河小调声起，一排羊皮
筏从上游黄河母亲雕塑附近顺流而下，驶
向中山桥边。只见湍急的黄河上漂浮着几
个小型羊皮筏，随着波浪起伏，皮筏颠簸漂
流，沿河风情可尽收眼底。坐上皮筏上的
游客均匀排列，身穿救生衣，临近岸边时还
高喊：“飞渡黄河了！”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岸边围观的行人也不禁欢呼起来。

据了解，羊皮筏采用整张羊皮，后用盐
水脱毛后以菜油涂抹四肢和脖项处，使之
松软，再用细绳扎成袋状，留一小孔吹足气
后封孔，再以木板条将数个皮袋串绑做
成。因其体积小而轻，吃水浅，十分适宜在
黄河航行。近年来兰州打造沿黄河风情
线，丝路重镇焕发新活力，古老的羊皮筏便
成人们的一种休闲生活体验。

记者看到黄河两岸绿树连绵数十里，
夏季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河边散步乘凉，浏
览黄河及沿岸标志建筑。沿岸还设有街心
花园、茶馆、餐厅、游船码头等，各民族的群
众自发在河边唱歌跳舞，新疆歌舞吸引了
行人驻足，纷纷拍照留念。

在黄河南岸的滨河路中段，有一座花
岗岩质地的黄河母亲雕塑。母亲象征着黄
河，秀发飘拂，微微含笑，抬头微曲右臂，仰
卧于波涛之上。右侧依偎着婴儿象征着中
华儿女，头微左顾，举首憨笑，展现黄河母
亲哺育中华儿女茁壮成长的寓意。记者发
现，雕塑前拍照留念的群众络绎不绝。雕

塑东面，步行不久就到了黄河铁桥“中山
桥”，该桥横跨黄河之上，与白塔山相呼应，
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距今已有上百
年的历史，是当地重要的历史记忆。

沿河顺流而下，为纪念丝绸之路，人们
在黄河沿岸滨河路东段创作了一尊丝路古
道花岗岩雕塑，高6米、长7米，重百余吨，反
映了盛唐时期的丝路盛况。雕塑截取丝路
古道的一峰骆驼与三人，骆驼满载绸缎，三人
前张后望，古朴壮美，形似沙漠中绵延行走的
驼队，使人恍然听到阵阵驼铃回响。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曹婷 周甬
发自兰州

陆上丝路采访团抵达乌鲁木齐

牧场芳草绿萋萋 养得骅骝十万蹄
“陆上丝路采访团”追寻黄河沿岸丝路古道

羊皮筏子冲浪黄河 驼铃马蹄梦回丝路

丝绸之路上的河南姑娘：
提供丝路联运服务
九成出口面向中亚

区域货物的集结是中欧班列发车的前提。6
月22日，“四条丝路从郑州出发”郑报全媒体大型
实地探访活动之“陆上丝路采访团”，在兰州东方
数码大厦28楼，采访了中欧班列协调委员会成员
公司捷时特物流有限公司的河南人苏静，听她讲
述她与中欧班列之间的故事。

“我们集结的货物，主要来自江浙一带，包含
窗帘、灯、家电等百货，由国内铁路运输到兰州，
统一在兰州集结发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俄罗斯等地。”捷时特物
流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负责国际供应链的主管
苏静说，公司还曾集结过郑州的设备出口。

中欧班列是指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等条件开
行，往来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
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铺划了西中东3条通道
中欧班列运行线：西部通道由我国中西部经阿拉
山口（霍尔果斯）出境，中部通道由我国华北地区
经二连浩特出境，东部通道由我国东南部沿海地
区经满洲里（绥芬河）出境。

“我们通过班列进口的商品有乌兹别克斯坦
的棉纱、俄罗斯的木材等，因为其产品均较国内
有价格优势。”苏静介绍，目前每月有 4趟班列往
来乌兹别克斯坦，近 50个火车皮运送棉纱，平均
每车有40多个集装箱。

作为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甘
肃省政府中欧班列运营平台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政府中欧班列运营平台公司——捷时特物流
有限公司，于2002年成立。公司专营贯通中国及
中亚地区(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及俄罗
斯等国)的联运服务，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下，成
功运营了“嘉峪关号”（嘉峪关—阿拉木图）国际
货运班列、“中阿号”（银川—阿拉木图）国际货运
班列、“兰州号”（兰州—加德满都）国际货运班列
等。目前已成为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行业的佼
佼者，客户涵盖有色金属、化工、汽车零件、农产
品及建材等行业企业。

“目前公司出口的业务90%面向中亚，其中甘
肃出口的多是百合、玫瑰和苹果等产品。出口依靠
本地产业，产业基础好，可出口的产品就相对多。”提
起进出口业务，苏静娓娓道来，集结什么样的产品出
口、产品行业有什么动态，她都如数家珍。

随公司的业务交流去过哈萨克斯坦、伊朗和
乌兹别克斯坦的“90后”姑娘苏静，父辈都是河南
人，她说自己就是河南人，嵩县老家有很多亲戚，
现在经常回河南嵩县看看，一待就是一两周，跟
老家感情很深，也去过一次郑州。同为中欧班列
沿线城市郑州，自 2013年 7月开通中欧班列（郑
欧班列），距今6年来开行2000多列，辐射24个国
家和126座城市。

“郑州的产业基础雄厚，整个中原大环境也
好，这几年郑州进出口发展得比较好。”苏静很看
好郑州的发展，说自己做这个行业，郑州又是老
家的城市，当然很关注。郑州具有雄厚的产业优
势，她认为郑州未来的发展前景很广阔。
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曹婷 周甬 兰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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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黄河边的“丝绸古道”雕塑

“丝路花雨”空中丝路采访团队到达卢森堡

兰州城跨越黄河两岸，沿黄河发展

认真工作中的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