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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黄礼 尹樱洁

今年是何凤山“生命签证”发放80周年。
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公园山顶南麓

的何凤山墓前，经常有人前来祭奠。美国
官员、挪威友人、以色列学生……世界各
国的人们不远万里赶来，轻轻地在他的墓
前献上一束花。

人们没有忘记何凤山。 今年以来，多
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陆续举办，
向人性的光辉致敬。

3月15日， 以何凤山命名的广场在意
大利米兰揭牌。据悉，这是意大利首次使
用华人姓名作为城市地名。

4月， 美国纽约长岛大屠杀纪念馆举
办了何凤山纪念展览，吸引了上百位曾经
被何凤山解救的犹太幸存者及后代前来
致敬。

7月， 由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和重庆
图书馆联合主办的“超越职责———‘国际义
人’中的外交官”主题历史展在重庆举行，集
中展出了何凤山等正义外交官的故事。

……
何凤山是谁？为何得到国际社会如此

关注和美誉？ 连以色列前总理沙龙都评
价：“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为身处绝境的数千犹太人
发放“生命签证”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
个穷苦家庭，1935年开始外交生涯， 历任
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 驻埃及、墨
西哥、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等国大使。

而何凤山与“生命签证”的故事，发生
在1938年至1940年，此时，他出任中国驻
维也纳总领事。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不
到一个月，第一批犹太人就被送进了集中
营。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
离开奥地利即可被释放。然而，当18万名
犹太人心急如焚地前往各国驻维也纳领
事馆申请签证时，所到之处都迫于纳粹德
国的压力，拒绝向他们伸出援手。

一位17岁的犹太青年艾立克·哥特斯
塔伯，连跑50多个领事馆，都是失望而归。
1938年7月20日， 他怀着绝望的心情走进
了中国领事馆。在这里，他为自己和家人
朋友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成
功逃离了奥地利。

1938年至1940年间，何凤山到底签发
了多少张“生命签证”，今天还难以考证，
但犹太幸存者提供的护照原件签证号颇
能说明问题。1938年6月时， 签证号为200
多号，1938年7月20日时， 签证号已超过
1200号。随着中国领事馆能申请到“生命
签证”的消息在犹太人圈中传开，何凤山
签发的签证也就更多了。

何凤山也顶着很大的压力和风险。纳
粹当局以中国领事馆所在的房产所有权
属于犹太人为由，没收了这处房产，何凤
山于是自掏腰包另租下一间小公寓，继续
他的人道主义事业。

“中国的辛德勒”赢得世界敬佩
1997年，96岁高龄的何凤山在美国旧

金山去世。犹太人尊称他是“中国的辛德
勒(注：辛德勒，德国人，商人、情报人员，二
战期间因保护了1200名犹太人而被后人敬

仰 )”“犹太人的英雄”“中国人的骄傲”，他
的事迹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2001年， 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
“国际正义人士”称号，并在耶路撒冷大屠
杀纪念馆的墙上刻下了他的名字；

2001年，联合国总部举办了《生命签
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纪念展，何凤山
是被纪念者中唯一一位中国外交官，其照
片被放在正中央，极为抢眼；

2005年， 联合国正式称呼何凤山为
“中国辛德勒”，赞赏他在二战期间的义举；

2007年，何凤山纪念墓地在湖南省益
阳市落成揭碑；

2015年，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国际
正义人士”何凤山纪念铜牌揭幕仪式；

2016年，第三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到来之际，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为何凤山铜像雕塑揭幕；

……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这位“中国的辛

德勒”，用大善和大爱赢得了世界的敬佩。

以何凤山为纽带，续写湘以
友谊新篇章

自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后，我省
外事部门以“何凤山故事”为纽带，积极推
动湖南与以色列的友好交往不断深入，续
写友好交流的新篇章。

今年6月5日至7日， 由湖南与以色列
企业共同参与的湘以科技创新经贸对接
会在长沙、益阳两地成功举办。

93家以色列企业、471家中方企业参会，
成果丰硕。仅6月6日的主题大会上，就有7个
项目成功签约，涉及医疗健康、电子信息、清

洁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此外，还有43个中
以合作项目达成初步意向， 有145对中以企
业现场建立相互的联络沟通渠道，63对中以
企业将进一步洽谈合作意向。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公使高飞
表示， 在众多省市中选择了湖南合作，不
仅是因为何凤山， 也因为湖南在投资、电
视、新媒体等方面的优势与潜力。

而在何凤山的家乡益阳市，更是与以
色列开展了全面的交流合作。

连续三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安泰
毅、海逸达，先后到访益阳；益阳市政府与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签订了经济、文化友好
合作备忘录； 以色列第5大城市佩塔蒂科
瓦与益阳市结为友好城市，益阳市顺祥食
品、奥士康科技等19家本土企业与以色列
多家企业有良好合作伙伴关系……

今年6月8日，中以（益阳）科技产业园在
益阳挂牌，总规划用地1400亩，将借助以色
列在智能装备、智能医疗、信息技术、生物科
技等方面的优势，把产业园建成国际科技项
目加速孵化平台、中以科技项目信息集聚与
人才交流平台等。 至2022年， 力争成功孵
化、转化30个以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湘以对接会将是一个全新的码头，
续写以色列与湖南的友谊。” 中以交流中
心主席丹尼尔·罗斯表示， 期待双方在生
物医疗、环保清洁、现代农业等高新技术
方面开展更为长远的合作。

何凤山80年前的义举，促进了湖南与
以色列之后的相遇、相知；而双方高度互
补的产业格局，也将在建设“一带一路”大
背景下，掀开彼此更加深入交流合作的新
篇章。

或许，这是告慰何凤山的最佳方式。

交通安全教育从细节抓起
2018年“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余蓉 李国斌 通讯
员 郭辉）今天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七个“全国交
通安全日”，由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等九厅办委联合
举办的———“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 全国交
通安全日系列主题活动在湖南教育电视台启动。

行车变道不打转向灯、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过
马路低头看手机、 开车滥用远光灯……这些随处可
见的小细节，却经常成为危害人身安全的“杀手”。活
动现场，通过播放交通文明公益视频，公布曝光网民
票选出的十类不注重安全细节的交通违法行为，让
大家重视交通出行的细节，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方式；
发出“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主题倡导微信、

“文明出行,从我做起；文明交通，从共产党员做起”的
倡导； 并为文明交通监督员志愿者代表发放了行车
监督记录仪， 为全省文明交通标兵护学岗代表和文
明交通示范驾校代表颁发了奖牌， 为农村摩托车驾
驶人代表赠送了头盔。

据了解，我省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国交通安
全月”宣传活动，全省相关部门联手组织开展交通规
则大普及、中小学生交通安全自护知识大教育、交通
违法行为大整治等“八大活动”，继续营造安全、有
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黄
德开）茶类多、创新力强、加工实力雄厚———湘茶坚
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才赢得了眼下的地位和成
就。 昨天在长沙举办的湖南茶业科技创新论坛提
出，融通政产学研，智汇茶业升级，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 湖南把茶叶作为精准扶贫的主导产
业，不断加大政策、资金、技术等扶持力度，全省茶
园面积加速扩张。 去年全省茶叶产量19.7万吨，茶
业综合产值713亿元。 省政府提出打造千亿茶产业
目标，重点扶持“安化黑茶”“湖南红茶”“潇湘绿
茶”“岳阳黄茶”和“桑植白茶”等公共品牌，着力提
升湘茶产业的质量和效益。

围绕千亿茶产业目标，献计“五彩湘茶”发展。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湖南农业大学教
授刘仲华、湖南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包小
村等权威专家分别作了专题报告，聚焦茶业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营销模式创新，提升茶文化“软实
力”，助推千亿湘茶产业。专家提出，从消费、技术、
人才、产品、管理、品牌、文化、渠道八个方面，加快
“五彩湘茶”升级。

“产学研”联手，茶业腾飞可期。益阳茶厂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小春称，“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湘茶做
大做强的法宝。在“产学研”的平台上，茶叶企业强
化主体地位，引“科技之水”， 浇“茶业之田”，“五彩
湘茶”必将绽放异彩。

百余工匠“江南铸都”显身手
第四届全国铸造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在嘉禾举行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邓
和明 黄平）11月29日， 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圣泉
杯” 第四届全国铸造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嘉禾县举
行， 这是铸造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升格为国家级二类
大赛后的首次赛事。

这次竞赛由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
指导中心主办，嘉禾县、中国铸造协会职业教育培训
中心承办，吸引湖南、湖北、广东等地160多名铸造工
匠参加。竞赛内容包括理论考试、实操考核、模具工
答辩，旨在提高铸造行业从业人员实际操作技能，传
承和发展铸造技艺。当天，嘉禾县与新兴铸管、中铸
教育科技网，泊头市、圣泉集团与中铸教育科技网，
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据介绍，铸锻造业是嘉禾县的传统产业，至今已
有300多年历史。 高峰时， 该县有铸锻造企业近500
家，年产铸件约100万吨，产量居全省第一，享有“江
南铸都”“中国锻造之乡”的盛誉。近年来，该县大力
实施科教兴县战略，狠抓技能培训、中高层次技能人
才培育，先后建立县职业中专、创业培训中心、江南
铸都培训基地和国家开放大学铸造学院嘉禾分院，
为铸锻造业发展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湖南加速拥抱世界，拥抱开放，拥抱机遇。在大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湖南外事部门用一张张湖湘特色“名片”，积极推动湖南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优化湖南开放发展氛围，提升了湖南国际知名度。从今
天起，湖南日报与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涉外故事 湖湘名片》专栏，为您讲述湖南的对外交往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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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凤山到科技创新合作，湖南与以色列———

“湘”濡“以”沫 携手同行

“产学研”助推千亿茶产业
专家献计“五彩湘茶”发展

12月1日，孩子和家长们在认真倾听卢立国(左二)老人讲述国家伟人廉洁奉公的故事。当天，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
长坡社区开展“共听廉政故事”主题教育活动，邀请国防科技大学退休干部、老党员卢立国为辖区15对亲子家庭讲述廉政故
事，让居民深入了解廉洁文化内涵，营造涵养廉洁家风的浓厚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张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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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故事 湖湘名片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