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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 2月 26日早间发布的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数据显
示，与上月相比，新建商品住宅（不含
保障性住房） 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24
个，上涨的城市有 38 个，持平的城市
有 8 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
为 4.1%，最低为下降 0.8%。

与上年同月相比，70 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45 个，上涨的城市有 25 个。1 月份，
同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 52.7%，
最低为下降 4.9%。

深圳以 52.7%的同比涨幅领涨全
国，北京同比涨 11.3%，上海同比涨幅
为 21.4%，广州涨 10%。

从二手住宅来看，与上月相比，
70 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
25个，上涨的城市有 37 个，持平的城
市有 8 个。环比价格变动中，最高涨
幅为 5.7%，最低为下降 0.5%。与上年
同月相比，70 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
降的城市有 29个，上涨的城市有 40
个，持平的城市有 1个。1 月份，同比
价格变动中，最高涨幅为 49.7%，最低
为下降 8.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
建伟解读称，1 月份，全国 70 个大中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均继续上涨，且涨幅比上月明显扩
大。据测算，1 月份 70个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涨幅比

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最高涨幅为
4.1%，高于上月 0.9 个百分点；70 个大
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综合平均涨幅
比上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最高涨幅为
5.7%，高于上月 2.4 个百分点。

“城市间房价分化现象依然延续，
房价明显上涨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个
别二线城市。” 刘建伟称。数据显示，1
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4 个一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涨
幅均比上月明显扩大，平均涨幅分别比
上月扩大 0.5 和 1.2 个百分点；二线城
市环比总体略有上涨，仅有个别城市涨
幅在 1%以上，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价格环比平均涨幅均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继续呈稳中略降态
势，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均由下降
0.1%转为持平，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平均
由持平转为下降 0.1%。

1 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
涨的城市有 25 个，比上月增加 4 个，且
上涨的 25 个城市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
大。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 40
个，比上月增加 5 个，其中 34 个城市涨
幅比上月有所扩大。

“从同比涨幅看，一线城市上涨尤
其明显。无论是新建商品住宅还是二手
住宅，一线城市同比平均涨幅都高于
20%，远高于二线城市 1%左右的同比
平均涨幅，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三线城市
同比仍在下降。”刘建伟表示。人民网

1月份全国房价涨幅扩大 深圳房价一年涨 52.7%

记者2月25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五院获悉，由该院总体部抓总研
制的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
星———“实践十号”日前已运抵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为今年4月的发射任务进
行最后准备。卫星副总设计师李春华介
绍，该卫星将成为专门用于微重力科学
和生命科学的实验平台，为我国空间微
重力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目前，各国相关科学家致力于通
过各种方式营造微重力环境开展研
究，如抛物线飞机、探空火箭等实验平
台，可以提供几分钟或更短的微重力
环境，但要进行更长时间研究，必须运
用“实践十号”这样的科学实验卫星。

据介绍，“实践十号”如同一个临时
太空实验室。按计划，该卫星将利用太空
中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在为期15天的飞

行中完成微重力流体物理、微重力燃烧、空
间材料科学、空间辐射效应、重力生物效
应、空间生物技术六大领域的19项实验。

“实践十号”是一颗返回式卫星，完
成实验任务后，其返回舱将把实验样品
带回地球，为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据介绍，我国卫星返回技术比较成
熟，至今已成功发射并回收 24 颗卫星。
作为我国将要发射的第 25 颗返回式卫
星，“实践十号”因为要进行独特的微重
力实验，进行了大量适应性创新设计。

李春华说，该卫星形状独特，类似
于“弹头”，在发射过程中不需要整流
罩，由卫星星体承担整流罩的作用；由
于飞行时间短，卫星没有采用常见的太
阳能帆板供电方式，而主要采用化学电
池。

科技日报

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计划四月发射

云南元阳梯田：地球上最美的曲线
元阳梯田是我国第 45 处世界遗产，位于云南省元阳县哀牢山南部，是哈尼族

人 1300 多年来生生不息地“雕刻”的杰作。元阳哈尼族开垦的梯田，随山势地形
变化，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曲线”。 人民网

赵一曼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
的母亲。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
奋斗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她
的光彩照耀了几代中国人，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国妇女的骄傲和楷模！我们
追忆英雄业绩的时候，忘不了她对儿
子的慈母情怀！

宜昌分娩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赵

一曼与湖南籍同学陈达邦相爱结婚，
因身体不适应高寒气候的赵一曼经
党组织批准回国。有孕、妊娠反应强
烈的她挺着肚子，艰难地回到了祖
国。

1928 年 11 月 9 日回到上海的
赵一曼，被党组织派赴湖北宜昌建立
联络站，开辟秘密工作。

来到宜昌，赵一曼在长江边租了
间木板房住下，分发文件、转换组织
关系……展开工作。腊月 22 日，赵一
曼感到头晕目眩———要分娩了。急坏
了房东老太太：外人在家生孩子不吉
利呀，你赶快走！老太太无视赵一曼
苦苦哀求，驱赶着赵一曼。

无路可走，无家可归的赵一曼在寒
风中寻觅安身之处。想到未向党组织报
告和得到批准，联络点不能撤。于是，她
坚定地转回老太太房前。门锁了，她悄
悄地钻进屋檐下那堆乱草里……

第二天清晨，开门的老太太惊呆
了：被撵走的四川妹子蜷缩在草堆
里，蓬头垢面、脸庞青紫、嘴唇乌黑
……内疚的老太太扶赵一曼进屋，递
上碗热米汤。赵一曼缓过气来了，但
老太太仍然坚持要赵一曼立即离开
她家。

邻居一搬运工人见老太太不尽
人情，不忍心让临产的女人往外走，
把赵一曼接到自己家里。当夜，赵一
曼平安地产下一男孩，取乳名宁儿，
希望儿子一生安安宁宁过日子。不
久，这位工人赌钱被警察罚了款。为
减轻工人家庭经济压力，赵一曼忍痛
卖掉定婚戒指。结果，暴露了身份，遭
到反动当局通缉追捕。那天深夜，怀
抱宁儿的赵一曼悄悄出城登上去上
海的船。

南昌遇险
赵一曼和宁儿回到上海，立即向

党组织汇报宜昌联络站工作情况，请
求委派新的任务。

1929 年 9 月，党组织派赵一曼
和小王去南昌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
作。他们假扮“夫妻”组成家庭，白天
赵一曼操持家务、养育宁儿，晚上刻
写油印文件。这个普通“家庭”秘密
地过了 3 个月。

一天深夜，在省委机关开会的小
王突然闯进“家”，抱起熟睡的宁儿
塞到正在处理文件的赵一曼手里：
“快点，出叛徒了，省委机关被破坏
了，敌人追来了！”不待赵一曼说话，
小王把她母子推出门，转身进屋烧文
件。赵一曼在门外停下，意在等小王
一同走。可是，敌人砸门了。赵一曼接
应不上小王，抱着宁儿在黑夜里拼命
往前跑。雪花飘飘，细雨洒洒，路滑难

行，无法辨识路径。跌倒了，吃力地爬起
来；鞋掉了，顾不上捡拾。她只有摆脱敌
人追捕，才能保全母子的生命安全，才
能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告。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到了什么
地方，天，黑黑沉沉；雪，纷纷扬扬。赵一
曼借雪光向一块石头靠去，坐下喘喘
气，喂喂宁儿的奶。面对扑面而来的雪
片，赵一曼意识到不能久坐，把宁儿包
裹严实，冒着刺骨寒风艰难地挪动那麻
木的腿脚，蹒蹒跚跚向前走。不知不觉
来到了一农家屋外场地，赵一曼一阵惊
喜：到郊外了！见一稻草垛，悄悄在草垛
旁蹲下，用力拔出一把稻草，铺平，把宁
儿放在稻草上，让他舒展舒展。把揉皱
成一团的童毯整理，包裹好宁儿。熟睡
的宁儿几经折腾，寒风呛入肺部，哇哇
直哭。赵一曼赶紧把孩子偎依在怀里，
乳头堵住啼哭的小嘴，搂紧宁儿母子蜷
缩一团钻进草垛……

雄鸡报晓声声此伏彼起，东方泛白
了。赵一曼怀抱宁儿从草窝中爬出来，
向那户人家走去。打扫门前积雪的老大
娘见怀抱孩子的赵一曼不像坏人，顿生
恻隐之心，将母子引进屋，生起火让赵
一曼烤衣服，灶膛里添上柴煮稀饭。衣
服烤干了，老大娘递上大碗稀饭，说：
“孩子怪可怜的，吃饱了孩子才有奶。”
说着，接过孩子抱着、哄着。吃过饭，赵
一曼起身告辞，千恩万谢老大娘。见赵
一曼光着脚丫，老大娘实不忍心，找来
一双旧鞋，一截竹竿，一根绳子。帮助赵
一曼穿上鞋，把用绳子捆绑牢实的孩子
背在背上。赵一曼再谢老大娘，拄着竹
杖上路了。

傍晚，赶到赣江边的赵一曼遇上去
九江的粮船。身无分文的她将陈达邦在
莫斯科时送给她的怀表交给船老板，再
三恳求，船老板拿出一床破被给母子俩
御寒。船抵九江，赵一曼身上再无值钱
的东西了，可是必须赶回上海向党中央
汇报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尽快营救同
志。在赵一曼的苦苦哀求下，船老板派
船员驾小船送她到开往上海的客轮旁。
趁上下船拥挤之机赵一曼钻进普通客
舱，逃过了买票验票上船这一关。

船抵港了，既没有票又没有钱的赵
一曼被扣下，赵一曼谎称上岸找亲戚借
钱付款。船老板不放心，派个忠厚诚实
的小茶房跟定赵一曼。带着小茶穿街走
巷，寻机摆脱跟踪。可是，老道、机灵的
小茶房寸步不离紧盯着。赵一曼急了，
既不能暴露身份和地址，又要给小茶房
一个交待。急中生智，她来到马路边捡
几根草绾个圈儿插在宁儿脖颈上。哭诉
着：本人投亲不遇又遭贼，实无钱买九
江来上海的船票。今船老板派小茶房跟
定要船钱，没办法，愿将亲生儿子卖来
交船钱。愿买孩子的，给大洋 100……
小茶房见状，转身离去。见小茶房走远，
赵一曼扔掉草圈儿，抱起宁儿向联络站
急急走去。

武汉别离
赵一曼在宜昌、南昌工作期间，宁

儿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是确起了很好
的掩护作用。很多时候许多人可怜这哺
育孩子的孤身女人，纷纷伸出救助之
手，母子得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可
是，宁儿一天天长大，不能永远跟着妈
妈东撞西闯漂泊流离、寒暑相侵忍饥挨
饿呀！赵一曼打算给孩子找个相对安
宁，免除饥饿之苦、寒暑之忧的生活环
境。

1930 年，赵一曼调到中共中央机
关工作。一个偶然的机遇，赵一曼结识
了四川老乡李一泯。赵一曼本姓李名坤
泰，与李一泯结为兄妹朋友，家世、家事
互相交流。后来，李一泯把陈达邦的妹
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介绍给赵一曼。
姑嫂相见，别有一番感情交融。陈琮英十
分疼爱宁儿，给他买来穿的、吃的、玩的。
亲热好一阵后，赵一曼道出把孩子送回
陈家抚养的想法，陈琮英表示理解和支
持。经反复商量斟酌，觉得寄养在武汉的
大哥陈岳云那里较妥。大嫂未生育孩子，
大哥在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宁儿到那里
会有安全。

宁儿的去向决定了，赵一曼不忍骨
肉分离。可是，为了儿子的安全和成长，
为了革命成功，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儿
子的团聚与安宁，赵一曼不得不强咽下离
别的痛苦。此次分别何时团圆？能否团圆？
赵一曼揪心的痛。为留下母子在一起的永
恒，她们来到照相馆，怀抱水灵灵的宁儿
笑对镜头，留下了母子唯一传世的，赵一
曼永远怀抱儿子的那幅珍贵照片。

1930 年 4 月，赵一曼和陈琮英带
着宁儿来到武汉，把孩子留在陈岳云家
里。分别时孩子又哭又闹要和妈妈在一
起，身为把生命和革命紧紧连结在一起
的共产党人，能儿女情长吗？为了千千
万万人的幸福，赵一曼向哥哥嫂嫂说了
许多好话，哄哄宁儿，亲亲小脸蛋，硬着
心肠流着眼泪离开武汉。

珠河遗书
别子出关的赵一曼，在沈阳、哈尔

滨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后在东北抗日联
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任政委。1935
年 11 月 5 日率部队同日伪军作战中为
掩护战友转移受伤被俘，在狱中与日伪
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1936 年 8 月 2
日，日寇将赵一曼押赴刑场。途中，赵一
曼思念儿子宁儿：你在大伯家过得好
吗？作为共产党员的妈妈四处奔波，你
受了不少苦，你不怨妈妈吧……囚车到
了珠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县城，敌
人问：“你有何要求？”赵一曼说：“要纸
和笔，我要给我的儿子写信。”在囚车中
的赵一曼，饱含深情地给儿子写下：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
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
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

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
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
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你。你长大成人后，希
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赵一曼将《遗书》紧贴胸前，轻轻

地呼唤着：“宁儿，希望你理解你的母
亲……”

马车载着哼唱《红旗歌》的赵一曼
来到小北门外草坪上，带着手铐脚镣的
她甩脱军警的搀扶，昂首挺胸向草坪中
央走去，乌黑的枪口瞄向她单薄的身
躯。日军官上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
吗？”赵一曼将《遗书》递上，说：“我儿
子在关内，把我给他的信转给他。”日军
官接过字条，望望赵一曼，向举枪的士
兵挥挥手———叭叭，罪恶的子弹洞穿了
赵一曼不满 31 岁的身躯！

孜孜寻母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赵一曼》在

全国上映。历经艰苦磨难的民族英雄赵
一曼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反响
巨大。在川南有位年过半百的妇女看了
《赵一曼》，心情格外激动，勾起她对亲
人的思念。银幕上的赵一曼坚强、勇敢、
机智……多么像离别 20 多年的胞妹李
坤泰啊！这位妇女名叫李坤杰，时在川
南行署工作。于是，她向党组织汇报，向
进川出川的同志打听……

赵一曼即出生在四川宜宾县的李
坤泰这一认证过程持续了 6 年多，不仅
涉及到赵一曼和陈达邦的亲属、同事、
朋友，而且惊动了周恩来及相关的国家
机关、省、市的许多同志，多家报社的记
者。其中，赵一曼的儿子是必不可少的。

宁儿长大后名陈掖贤。当李坤杰查
寻胞妹的线索比较清晰但难于证实赵
一曼即李坤泰的时候，同样难于确认赵
一曼就是自己妈妈的陈掖贤，从北京寄
信给李坤杰。

陈掖贤的来信为李坤杰寻找胞妹，
为赵一曼即李坤泰的认证提供了新的线
索和证人。根据多方面的线索，在中央、
东北和西南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和有关
人士的配合下，《工人日报》记者深入赵
一曼战斗经历的地方调查考证，赵一曼
的身世终于得到认证：赵一曼就是出生
于川南宜宾县的李坤泰。陈掖贤找到自
己的妈妈了！李坤杰找到胞妹了！

妈妈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陈掖
贤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对母亲万般思
念、无限崇敬的陈掖贤捧起姨妈寄来的
照片，自己在端庄秀丽的妈妈怀里多么
幸福，多么甜蜜！历史记下的那一刻，使
陈掖贤与抗日民族英雄妈妈赵一曼联系
上了，陈掖贤由衷地感谢党和人民！

1955 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陈
掖贤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1982
年 8月 15日，赵一曼的儿子、年仅 54岁
的陈掖贤悄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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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和她的儿子

“十三五”已经开局，铁路建设
将继续为城市发展添动力。近日国家
发改委推出 8 个铁路领域首批社会
资本投资示范项目，其中合肥 - 新桥
机场 - 六安铁路榜上有名，这也将有
望成为安徽省首条动工的城际铁路。

合肥首条城铁计划“十三五”开
建

合肥已快步迈入“高铁时代”，而
在“十三五”期间，城际铁路也将走进
市民生活。在国家发改委批复的皖江
地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15-2020
年)，其中包括新建合肥 - 新桥机场 -
六安城际铁路。

在国家发改委推出 8 个铁路领
域首批社会资本投资示范项目中，包
括 3 个高速铁路项目、4 个城际铁路

项目和 1 个地方铁路项目，其中就包括
合肥 - 新桥机场 - 六安铁路，这也有望
成为我省首条动工的城铁。

据悉，合肥 - 新桥国际机场 - 六安
城际铁路，全长 103公里。新桥机场建成
后，尽管有多条机场大巴穿梭于机场和
市区之间，但合肥市民前往机场还是不
够方便，需要 1个多小时，乘坐出租车的
费用也较高。这条城际铁路建成后，合肥
市民从市区到机场 40 公里距离只要约
15分钟，从六安前来机场也很方便。

社会资本有望率先进入合肥城铁领
域

据市铁路办相关人士介绍，合六城
际铁路是皖江城市带城际轨道网的骨干
线路，是服务于新桥国际机场与空港新
城的快速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的规划建

设对于进一步完善区域综合路网结构，
促进合六地区及皖江城市带经济社会发
展等具有推动作用。

目前，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编
制完成，后续工作正在研究推进。而社会
资本率先进入城际铁路领域，合肥的这
条城际铁路也有望成为全国建设的“样
本”，不过省发改委介绍，由于该铁路批
复不久，目前投资构成还未最终确定。

记者了解到，示范项目重点是社会资
本以合资、独资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
方式参与铁路建设及营运，在项目公司运
营、投融资模式等方面正在开展积极探
索，具备一定工作基础条件的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市郊(域)铁路等项目。此举旨在
打通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最后一公
里”，发挥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带

动作用，促进铁路事业加快发展。
全省 11个市都将通有城铁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批复方案，皖江

地区城际铁路近期建设规划共涉及安徽
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
滁州、宣城、六安、淮南、蚌埠 11 个市，
建设期限为 2015~2020 年，实施 4 个
项目，总里程 310 公里，总投资 411.7 亿
元。

具体项目依次为，合肥—新桥国际
机场—六安，全长 103 公里，为骨架城
际线；亳州—蚌埠—滁州—南京城际铁
路滁州至南京段，全长 51 公里，亦为骨
架城际线；南陵—繁昌—芜湖—江北集
中区，全长 87 公里，为都市区城际线；
巢湖—含山—和县—马鞍山，全长 69
公里，也为都市区城际线。 合肥日报

合六城际铁路获批复 安徽 11个市都将通有城铁

“半个小时后出发到中关村，请根
据当时的路况规划线路。”这个问题
估计会难倒所有导航软件，谁知道半
个小时后北京中关村大街堵不堵？该
不该绕道？

但阿里巴巴实现了这个可能。浙
江省交通运输厅试点，将高速历史数
据、实时数据与路网状况结合，基于阿
里云大数据计算能力，可预测出未来
1小时内的路况，准确率稳定在 91%
以上。对浙江省内近 1300 公里的高
速路段，阿里云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
在 20 分钟完成历史数据分析，10 秒
钟完成实时数据分析。

创始之初，阿里巴巴的口号是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支付宝、
聚划算、1688 平台……每一步科技创
新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怎样让做生
意更加便捷？”随着阿里巴巴迈向世

界级别的大企业，视野更加开阔。用“互
联网 +” 联结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的社会变化一冒头，阿里就能准确切
入，推出紧扣时代需求的创新产品。

发展起来的农村，农产品“卖难”问
题一直难以解决。阿里巴巴推出农村淘
宝项目—————“千县万村计划”，在 3
至 5年内投资 100 亿元，建立 1000 个
县级服务中心和 10 万个村级服务站，
招募一批懂淘宝的人长驻村里，不仅要
把农村有特色的东西卖出去，也让农村
享受和城市一样的消费选择。

阿里巴巴的 “海外淘宝”—————速
卖通，短短几年已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将中国商品输出全世界；与此同
时，国内消费者通过阿里巴巴的“天猫
国际”，实现了随时网购美国、欧洲的生
鲜食品、母婴用品和化妆品。

没有担保、没有抵押就难以拿到贷

款，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渴求发
展的小微企业。阿里巴巴推出的浙江网
商银行，盯准的服务对象就是这些中小
用户。无需担保和抵押，只要信用良好，
客户花 3 分钟在电脑上填写并提交贷
款申请，1秒钟之内贷款发放到账户，全
过程零人工干预。

阿里巴巴新推出的“芝麻信用”，是
蚂蚁金服旗下独立的第三方征信机构，
通过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客观呈现个
人的信用状况，已经形成了芝麻信用评
分、芝麻报告、行业关注名单、群体和个人
反欺诈的全产品线。企业拿着这一升级版
的征信工具，就能迅速了解客户、提高风
控能力，让商业合作更加高效便捷。

今年春运售票期间，阿里云计算平
台分流了 “世界最繁忙的网站”———
12306 网站 75%的火车票查询业务，火
车票售卖的最高峰日是 12 月 19 日，当

天共发售火车票 956.4 万张，访问量达
到破纪录的 297 亿次，平均每秒网页浏
览超过 30 万次，其中互联网发售 563.9
万张，占比 59%，均创历年春运新高。

阿里巴巴与各地政府合作的“政务应
用”，涉及网上审批、交通、医疗、社保、城
管、旅游、社区服务等多个领域。在浙江，
省、市、县三级政府3000多个部门的所有
审批事项都纳入政务服务网，企业登记注
册的工商、税务、组织机构代码三证联办，
创业开公司一次搞定，不必再来回跑腿。

……
一次次紧随时代鼓点的科技创新，

让阿里巴巴立足互联网发展的潮头。
2015年，在被称为“大数据界奥运会”
的 Sort Benchmark 排序竞赛中，阿里
云用 377 秒完成了 100TB 的数据排
序，夺得了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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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 世界云计算领域“领跑者”

文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