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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好了，天天都‘过年’！”赞卜乎村扶
贫干部樊明洲早早做了打算：过年继续留在村
里，把手中的活理理清楚。

赞卜乎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查汗都斯乡，312 户 1232 人全部是撒拉族
和回族，建档立卡贫困户 36户 147人。樊明洲
是青海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驻赞卜乎村第一书
记，是名藏族干部。

起了个大早，樊明洲先去韩哈乙布家送
药，“两天前，打电话得知韩老汉感冒了，正好
去了一趟西宁，我就买了效果好的药。”

今年70岁的韩哈乙布是村里的低保户，幼
年时双腿残疾走路要拄拐，干不了活，常年吃
药。老伴韩索菲亚也 69岁了，除了 3亩地的承包
费，老两口再没有别的收入来源。3 个儿子都没
文化，也没手艺，顾自己小家也颇为勉强。

“打心眼里感激樊书记，大事小事都替我们
张罗，比自家的娃娃还要亲。”韩索菲亚紧紧握
住樊明洲的手。

“扶贫先扶志。按照韩老汉家的情况，我们
申请他的 3 个儿子进行拉面实训，等将来他们
的手艺好了，能开拉面馆了，这一家人才能真

正脱贫。低保户脱贫不容易，学手艺才是出
路。”樊明洲说。

“孩子们总算有个奔头了，我们家终于有了指
望，等日子过好了，过年才有滋味。”韩哈乙布说。

从韩哈乙布家里出来，樊明洲到村里的苹
果园走了一趟，苹果园看护得很好，树没有被
羊啃坏，明年有望挂果。

种植苹果树一直是樊明洲的心愿。驻村一
开始，他就了解到赞卜乎村和隔壁的几个村子
以前种过苹果树，而且产量好，味道甜，在省
内很有名气。后来因为病虫害，多年的苹果园
转眼没了，年长的老人每每说起来无不遗憾。

樊明洲入户征求意见，动员大家种植苹果
树。最终，9 户贫困户决定种树。说干就干，
在青海省科协的支持下，去年11月初，樊明洲
去河南许昌购买优质树苗。

辗转半个月，樊明洲张罗的“循化县精准
扶贫果树种植科普示范项目”终于落地，整合
的闲置耕地 60 余亩，分片种植了新品种苹果、
蟠桃、提子等4000余株，前期投入15.5万元。

63岁的村民韩阿乙布是种植果树的贫困户
之一，他家4亩地分别种了150株苹果树、40株

桃子和150株提子。韩阿乙布说：“除了挖树坑
花了 1000 多块钱，树苗全是免费发放到手里
的。开春之后，樊书记会请专家来给我们指
导，我放心。”

樊明洲组织动员了有劳力的10户建档立卡
户，参与果树装卸、种植、施肥、灌溉等工
作，让贫困户在参与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自
身劳动获得实惠。

听说韩哈克木家的羊产仔了，樊明洲想过
去看看。韩哈克木是村里的贫困户，以前他家
里养了四五只羊。前年年底，利用村里的产业
发展资金，增加了几只羊，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达到23只了。

“老伴身体差，常年离不开人照顾。还好，
羊越养越多，一年如果卖出去十只羊，家里的
吃穿用度不用愁。”韩哈克木说。

樊明洲介绍，循化县畜牧局的科技帮扶次
数还不少，一年 5 次来村里给羊看病，打疫
苗、发药。

“过去不敢多养，怕羊得病折本钱。樊书记
本事大，能把畜牧局的兽医请来，今年我打算
多养几只。”韩哈克木说。

扶贫干部扎根撒拉乡

日子好了 天天都是年
本报记者 王 梅

本报北京2月21日电（记者严
冰） 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 月
21日，大年初六，铁路春运客流持
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 旅 客 1180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7.6%，铁路运输安全稳定有序。
2 月 21 日，全国铁路预计增开

旅客列车1091列，其中，跨铁路局
中长途旅客列车 462 列，铁路局管
内旅客列车629列。

铁路21日发送旅客1180万人次

每到春节，全国各地举办
的庙会都是庆祝活动中的重头
戏，今年亦不例外。不仅国内
的南北庙会各有新意，走向全
球的中国春节庆典更是体现了
文化的大融合。

北京庙会逛文化

大年初五，北京的地坛庙
会可谓人山人海，游客比肩接
踵。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北京
地坛、龙潭两大庙会共接待中
外游客170万人次，比去年增
加9.1万人。

“地坛庙会我年年来，今
年最特别的是这地上倍儿干
净。”家就住在地坛附近的李
叔叔咧嘴一笑，抱起小孙子，
孩子手中的老北京风车“咕噜
噜”地唱起了歌。

“我就喜欢这庙会上的文化味
儿。”穿着黑皮衣戴着黑绒帽的沈
爷爷往前一指——老北京糖画、各
式的“兔儿爷”泥塑、雕漆艺术
品、北京鸽哨……数十个摊位顺次
排开，展示的都是北京传统技艺。
这些老手艺，平时已经难得一见，
在庙会上一下子聚齐，引得游客里
里外外围满了摊位。

除了各式年货，今年地坛庙会
还推出了仿清祭地表演、天津曲
艺、河北杂技等近百场次演出，颇
受游客欢迎。

各地庙会有特色

河南开封的万岁山庙会、江苏
南京的夫子庙灯会、上海的龙华庙

会、广东广州的广府庙会等，都各
具地方特色。

在南京，民间有俗语说“过年
不到夫子庙，等于没过年”。春节
期间家人团聚，到秦淮河畔夫子庙
观灯赏景，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份
乡土情结。大年初一一大早，灯会
上的商人们就开始忙着“上灯”，
迎接客人们在这里买灯、展灯、看

灯、玩灯……今年，花灯市场
上的狗年生肖灯最吸引眼球，
引来众多游人争相选购。

春节走向世界

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
大，中国人过春节的习俗也走
向了全世界。

2月18日，英国伦敦市中
心的中国城和特拉法尔加广场
举办了亚洲之外规模最大的中
国春节庆祝活动，吸引了 70
万人参加。

“在英国能够看到踩高
桩表演，不容易。”看完今年
伦敦举行的春节庆典，网友

“无 博 之客”这样评价。当
天，伦敦市街头挂满了喜庆的
红灯笼，人头攒动。英国当地
的小孩子也扮上了舞龙舞狮的

行头，欢声笑语，格外喜庆。
泰国今年在全国多地开展了春

节庆祝活动，包含曼谷、清迈、普
吉岛等8个地区。庆典活动花样繁
多，更有中国籍厨师为大家献上正
宗的中国风味美食。

各式庆典走出了国门，年味也
就走向了世界，这也是让各国民众
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好时机。

逛庙会 品文化

过 个 热 闹 中 国 年
李 贞 郭佳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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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一场“洋庙会”在北京市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广场上演。游客
在这里欣赏异域特色的花车巡演，品尝西式小吃。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今年农历春节和藏历新年恰逢同一天。连日来，西藏各族群众满怀喜悦欢庆农历戊戌狗年和藏历土狗年的同时到来。图为在拉萨
宗角禄康公园，演员在2018年“红色文艺轻骑兵”春节、藏历新年文艺演出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刘东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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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21日电（记者赵
珊） 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
算，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 3.8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实现旅游
收入 4750 亿元，同比增长 12.6%。中
国各地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假日市场持续增长，全
域旅游如火如荼。春节期间，传

统景区景点延续火热的同时，乡
村民宿、休闲街区、特色小镇等
全 域 旅 游 新 产 品 新 业 态 备 受 青
睐。自驾车出游比例接近 50%。二
是优质旅游开始发力，文明旅游
深入人心。三是入出境市场齐头
并进，旅游传播中华文化力度加
大。

春节全国接待游客3.86亿人次

春节和藏历新年
期间，青藏铁路公安
局拉萨公安处拉萨西
站货场派出所民警和
堆龙德庆区护路办高
天护路大队队员24小
时在岗值守，沿青藏
铁路线巡逻，排除隐
患，守护雪域天路平
安。

本报记者
袁 泉摄

春节不回家 守护回家路春节不回家春节不回家 守护回家路守护回家路

2月20日，《梦回金陵》明代书画展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艺术博物馆
揭幕。该展览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热爱和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师生共同
策划完成。图为参与策展的师生观看展品陈列。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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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画展美国开幕

本报北京2月21日电（记者叶
紫） 人社部就业司 2018 年 2 月份发
布了2017年第四季度95个城市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
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求
职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就业岗
位。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招聘各类人员约433.7万人，进入
市场的求职者约354.2万人，岗位空

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 1.22。与
上年同期相比，市场需求人数有所
增长、求职人数有所下降；与上季
度相比，市场供求人数均有较大幅
度下降。

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市场
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
1.22、1.18、1.29，市场需求均略大
于供给。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王优玲）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
委近日发布新修订的 《快递封装用
品》 系列国家标准，根据减量化、
绿色化、可循环的要求，对快递包
装减量提出新要求。

新修订发布的 《快递封装用
品》 系列国家标准，要求快递包装
袋宜采用生物降解塑料，减少白色
污染。降低了快递封套用纸的定量
要求，降低了塑料薄膜类快递包装
袋的厚度要求以及气垫膜类快递包
装袋、塑料编织布类快递包装袋的

定量要求。
标准对于快递包装箱单双瓦楞

材料的选择不再作出规定，只要材
料符合耐破、边压和戳穿强度等指
标即可。标准还明确提出快递包装
箱的基础模数尺寸，以包装标准化
推动包装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

据了解，2009 年发布的 《快递
封装用品》 系列国标中未过多涉及
绿色环保的相关内容，此次新修订
发布的标准根据快递包装减量化、
绿色化、可循环的要求，对原有标
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

新修订快递封装用品标准发布新修订快递封装用品标准发布

人社部：就业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

2 月 18 日，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推出“欢乐春节”
新春招待会活动，开展中国剪纸、书法、舞狮表演及民乐演奏等活动，共
度中国农历新年。图为观众观看舞狮表演。 邹 峥摄 （新华社发）

加拿大博物馆里逛“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