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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冷暖，听民声，谋发展，看变化。
从曾经“瘠苦甲于天下”的甘肃定西，到千里冰封

的内蒙古大草原；从革命老区延安，到红色圣地井冈山；
从霜天寥廓的张北草原，到山路崎岖的大凉山……每逢新
春佳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间。

春节将至，那些总书记牵挂的乡亲们，日子过得怎
么样？总书记关心的问题解决了吗？近日，新华社记者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春节足迹”，重访他看望慰问过的
基层群众。

甘肃定西元古堆村

旱塬有了“解渴水”“致富水”

轻转水龙头，就可以喝上甘甜的自来水，定西市渭
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的老人马岗，终于在 80多岁的年
纪用上了自来水。

甘肃定西，自古“瘠苦甲于天下”。
作家贾平凹探访干旱的定西时，曾这样描述：定西

的农民除了完成三件大事——给儿女结婚、盖一院房
子、为老人送终，还多了一件，就是打水窖。

“以前挑水吃，遇到雨雪天气，常常摔跤，不记得摔
过多少次。”为了水，村民吃尽了苦头，马岗甚至落下腰
疼的毛病。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
2013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引洮供水一期工

程，提出“尊重科学、审慎决策、精心施工，把这项惠
及甘肃几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民生工程切实搞
好，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总书记的到来提振了大家的士气，激励大家齐心协
力，加紧攻克技术难关。”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工
程时的情景，甘肃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张天革感
慨万千。

2014 年，甘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引
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竣工，汩汩清冽的洮河水流进旱塬
山乡，激活了贫瘠陇中的希望之源。

2015年，总投资73.06亿元的引洮供水二期工程正式
开工，建成后，将有268万余人从中受益，29万余亩旱地
变良田。

没有水，注定贫瘠；有了水，一切都活泛了。
引洮供水工程不但解决了城乡用水需求，而且促进了

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新的一年，带着总书记的嘱托和群众的期盼，建设

者们为了“解渴水”和“致富水”仍在继续努力，“甘霖
润旱塬”的梦想加速照进现实。

内蒙古阿尔山

棚户区改造实现“安居”梦

玻璃擦得透亮，窗帘换洗一新，年货堆满厨房……冬
日暖阳下，几株三角梅、长寿花争芳斗艳。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伊尔施镇居民郭永财正和老

伴冯秀华兴致勃勃地扫房除尘，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
做准备。

2014年，习近平冒着零下 30多摄氏度的严寒，来到
地处边陲的阿尔山市，并到困难林业职工郭永财家中了
解情况。他叮嘱要排出时间表，加快棚户区改造。

回忆总书记来家“做客”的情景，郭永财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

“我还记得，总书记当时冒着严寒、踏着积雪，来到
我家。察地窖、摸火墙、看年货、坐炕头，他看到我们
生活还比较困难，说要让我们早日住上新房……总书记
对我们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说到这儿，老人眼眶湿
润、声音哽咽。

冯秀华接过话茬：“总书记来后第二年，我们就搬进
了新房。以前住平房，烧火、捡柴、倒灰，鼻子都熏得
黑黑的；如今住上楼房，有了燃气灶和热水器，也不用
再跑公共澡堂了。”

2014年起，阿尔山市累计投入资金 40亿元，完成棚
户区房屋征收上万户，筹措回迁安置房 2700 套，新建、
改造道路和管网等基础设施，取暖难、吃水难、行路难
等昔日困扰棚户区居民的“老大难”问题一一得到根治。

陕西延安杨家岭

用教育“托起明天的太阳”

“托起明天的太阳”——
陕西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教学楼上的七个红色

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夺目。
“这些年，学校多次扩建，教学楼由 3 层变成 5 层，

新增了美术室、音乐室、舞蹈室等6间功能室。教室的水
泥地面换成了地板砖，多媒体投影仪换成了电子白板，
教师可在上面随意写字、画图，随时联网调阅教学资
料。”校党支部书记霍晓林说起学校的变化，备感欣慰。

4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前夕赴陕西调研考察
时，来到这所小学实地看望教职工，详细了解教学情况。

遵照总书记的嘱托，学校新建了灶房，通过财政补
贴为在校学生提供营养午餐；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
学子，学校联系爱心企业捐资助学，为品学兼优的学生
提供助学金。

每一名教师与贫困家庭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和留守
儿童结对帮扶，不仅在学业上提供课下辅导，还为帮扶
学生购买学习用品、课外读物和衣服等。

如今，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已与北京朝阳区芳草地
小学、广州花都区骏威小学、福州鼓楼第二中心小学、
南京长江路小学等建立了教育合作结对机制，互派学生
进行体验式交流学习。

从福州交流归来，学生贾一敏立志长大后做一名人
民教师。“我要心怀世界，脚踏实地，通过教书育人，努
力改变家乡面貌，创造美好未来。”

“南方的孩子们在延安得到了红色精神的洗礼，老
区的孩子们也在交流中看到了更广阔的人生舞台。”霍
晓林说。

江西井冈山神山村

“小账本”见证大变化

井冈春早。
和煦的阳光穿过竹林，洒落在客家风貌的新房上。

家家户户，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年味渐浓。
张成德夫妇俩坐在新盖的二层小楼里，盘算起过去

一年家里的收入。
“农家乐七八万，卖土特产一两万，民宿四五千，合作

社分红3000多……加起来又有10多万哩！”女主人彭夏英
笑容满面，这个“小账本”，将她的思绪拉回到三年前。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调研考察。
那时候，神山村还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山村，久困

于穷，全村54户中有13户贫困户。
“我家就是贫困户，住的是土坯房。总书记走进来一

间一间屋子看，还坐下来和我们算收入支出账，问家里
种了什么、养了什么……”彭夏英记忆犹新。

“当时家里养点羊、种点黄桃，一年收入才一两万
元，哪有什么算头！但总书记一直握着我的手，让我们
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张成德说。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
贫困群众……总书记真挚热情的话语，被村民们铭记在
心，让他们既感到温暖，也深受鼓舞。

瞅准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机会，张成德夫妇俩开办
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生意红火。去年，他们又在自家
新盖的房子里添置了10个床位，搞起特色民宿。

人气旺，荷包鼓。2018年，神山村共接待游客 27万
人次，旅游收入上千万元。今后，还将与八角楼、黄洋
界、红军练兵场等红色景区串联起来，一起融入井冈山
全域旅游新版图。

“现在，我们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吃上了‘旅
游饭’，一心一意奔小康！”张成德夫妇俩信心满满，“账
越算越有味道！”

河北张北德胜村

“山药蛋”成脱贫的“金蛋蛋”

临近春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村民徐海成家里一派温馨忙碌，转过年来，他就要

搬进二层楼的新居了。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总书记来看望我，还在我家里

进行了座谈。”徐海成回忆说，当时自己一家 4口，种植
甜菜、马铃薯、莜麦，加上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务工收
入，一年有4万多元，但除去妻子治病、女儿上学和基本
生活，剩不下多少。

“马铃薯原种育种这一项有希望做大吗？”徐海成清
楚记得，座谈会上，总书记详细询问了当地经济作物种
植情况，当得知很多村民在种植马铃薯原种时，他鼓励
大家要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吃了一辈子的‘山药蛋’，没想到竟能成脱贫的

‘金蛋蛋’。”参加了座谈会的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兵
说，总书记给咱算了账，今后村里面一定要把马铃薯产
业做大做强，让这个“金蛋蛋”带领更多群众脱贫。

美好愿景正在实干中逐一实现——德胜村建起了德
胜马铃薯园区，总投资 1070 万元，建起微型薯大棚 280
个；注册了“御富德胜”商标，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获
得国家绿色认证，积极开拓线上市场和新兴销售渠道，

“御富德胜”马铃薯已经上线销售……
谈起这些新变化，叶润兵兴奋不已：“总书记在座谈

时看了德胜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图，期盼着村子大变
样。如今，德胜村真的变样了！”

村里已建成 96套二层楼新民居，今年即将入住。德
胜村计划发展乡村旅游，让村民收入越来越高，幸福生
活蒸蒸日上。

四川凉山三河村

精准扶贫“瓦吉瓦”（好得很）

三河村，典型的彝族村落。地处海拔 2500米的山梁
之上。

村民吉好也求家里，墙壁正中挂着习近平总书记与
他们一家人的合影，擦拭得一尘不染。

他永远也忘不了一年前的那一幕——总书记沿着蜿
蜒崎岖的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他家，经过低
矮的院门，走进屋里。

那时，院墙和房屋都用泥土垒成，一道道裂缝让人
揪心。才铺好的一条石板路，是村里唯一结实的设施。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
庭。”总书记的话语让吉好也求眼眶一热。“我最大心愿就
是早日摘掉贫困户这顶帽子。总书记为我鼓足了信心。”

时隔一年，重返三河村。湛蓝的天空下，崭新的村
庄静静等待着新的主人。

再过十天，吉好也求一家将与乡亲们搬进100多平方
米的新居。这一天，他盼望已久。

1 月 23 日，阳光洒满大凉山。在“总书记来到我们
村”宣讲活动现场，吉好也求站在台上激动地宣布：“向
总书记报告：我们家跨过脱贫线了！”

“总书记来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以后再也不用走那
样的路了！”

不远处，一条通往安置点的硬化路正在改造中，预
计今年就能竣工。

2018 年，凉山州共计完成投资 13 亿元用于交通建
设，建成农村公路3234公里，新增21个乡镇通油路、370
个建制村通硬化路。根据规划，今年将实现乡乡通油
路、村村通硬化路，具备条件的乡镇和村通客运班车的
目标。

“精准扶贫‘瓦吉瓦’（好得很）！”村民们嘴边常常
挂着的这句话，表达了大凉山儿女们的感恩与祝福。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执笔记者：史竞男、丁
小溪、苗夏阳；参与采写：吴光于、张文静、多蕾、郭
强、范帆、于嘉、梁爱平、李亚楠、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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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侯晓晨） 针对美国议员称中国大型科
技企业的有关行为令人担忧、并称中国想取代美国的科技主导地位，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31日表示，中方希望美方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的
科技发展与进步，不能只允许自己发展，容不得别人进步。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日前，美国国会参院情报
委员会副主席沃纳称，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有关行为一直令人感到担忧，
这些企业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获取并复制敏感技术。同日，美国参院少数
党领袖舒默称，中国想取代美国的科技主导地位并且一直在偷窃。你对此
有何回应？

“美国是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这点我们承认。但同时我们也希望美方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与进步。不能只允许自己发展，
容不得别人进步。”耿爽表示，动辄对他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进行抹黑、指
责和打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耿爽强调，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一不靠偷，二不靠抢，而是包括广大
科技工作者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靠智慧和汗水奋斗出来的。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美
国整天把市场经济挂在嘴边，要求别国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行事，那么美国
自己更应该客观正确地看待和处理竞争这件事。”耿爽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希望美方以开放包容心态
看待他国科技发展进步

本报纽约1月30日电（记者李晓宏） 上海爱乐乐团携手费城交响乐团
29日在美国费城金梅尔表演艺术中心举办费城首届中国新年音乐会，庆祝
中美建交40周年。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思
艺、费城市长吉姆·肯尼、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监事长滕俊杰等嘉宾与会
并致辞。音乐会演出了由上海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联合委约的新作

《京剧幻想》，用交响乐演绎京剧素材，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支访华的美国著名交响乐团，近年来，费城交响

乐团多次到上海演出交流，并与上海爱乐乐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两个
乐团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费城中国新年音乐会举办
本报巴黎1月31日电（记者郑娜） 春节来临之际，腾讯与法国吉美国

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在巴黎共同举办了“中国新文创”主题展，展出中国春
节文化习俗、中国青年基于传统文化IP的创意作品以及融合了科技元素与
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展览时间持续两周。

展览现场，参观者可以欣赏到根据 《千里江山图》 创作的“古画会唱
歌”音乐创新作品，以敦煌莫高窟藻井壁画为主题的微信小程序，以小篆
字体为灵感的创意书签和输入法等文创。在“春节”文化展区，参观者可
以了解中国的全家福、压岁钱、年夜饭以及融合红包文化与移动支付首创
的“微信红包”等。一系列互动装置生动展现了春节的新老民俗，让前来
观展的海外华人与外国友人共同感受中国年的文化内涵和古今交融。

“中国新文创”走进法国

“奋进新时代 欢度幸福年”，2019年春节联欢
晚会即将拉开大幕。1月3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召开 2019 年春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春晚节目
亮点及多项技术创新应用。

内容：扣热点 接地气

“央视春晚 伴您过年”。春晚一如既往地将在
除夕夜陪伴阖家团圆的观众辞旧迎新、守岁纳
福。今年春晚节目形态丰富，歌舞节目美不胜
收、威武雄壮，魔术杂技新奇绝妙，不论是开场
和零点的花团锦簇、万紫千红，还是三地分会场
的普天同庆、四海同乐，都铺陈展开一幅五彩斑
斓、妙趣横生的艺术画卷。

据悉，最受社会关注和观众喜爱的语言类节
目今年也有新的突破，呈现出新人辈出、笑料十
足的喜人效果。在题材上，紧扣民生热点、紧接
时代地气。在演出阵容上，不仅有观众喜爱却很
少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喜剧演员“潇洒走一回”，
更有全国各大喜剧团队汇聚一堂，“热闹大团圆”。

歌舞类节目也迎来最强大的演出阵容，用奋
斗追求幸福、用拼搏成就未来的年轻一代“追梦人”，
充满青春朝气和阳光正能量，将唱响春晚舞台。

据悉，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尼格
买提将担任北京主会场主持人，江西井冈山分会
场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宇和江西广播
电视台主持人尹颂合作主持；吉林长春分会场将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泽群与吉林广播电
视台主持人杨帆联合主持；广东深圳分会场将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帆和深圳卫视主持人
庞玮携手主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分党组成员、副总编
辑朱彤在介绍2019年春晚筹备情况时说：“今年春
晚从晚会规模到节目编排、从演员阵容到题材内
容全方位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弘扬主旋律、传递
正能量，相信将为观众呈现一台充满欢声笑语、
荟萃艺术精华的新春嘉年华。”

技术：5G网络 4K传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分党组成员姜文波在
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春晚技术团队一直在追求
将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设备应用到总台 2019 年
春晚节目的制作中，为创作出更优秀的节目服
务。”可以说，今年春晚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全方
位的科技驱动和技术创新。

春晚主创团队在4K、5G、VR、AR、AI等多
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希望带来一场艺术与科技完
美结合的春晚。朱彤表示：“这是技术革新与艺术
创新在人类文化艺术长廊上的一次有力对接，也
是春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创新。”

今年将首次实现春晚在 4K 超高清频道直播，
并全程采用5.1环绕声。如果用户通过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 4K 超高清频道 （CCTV-4K） 收看春晚节

目，配置4K超高清图像+5.1环绕声，就能带来更
高清晰度、更宽色域、更高动态范围视频和环绕
声音频体验，在家就可以享受到影院的视听效果。

今年春晚的技术还实现了多项突破。春晚首
次应用智能语音识别字幕制作技术；首次使用 4K
超高清 AR 在线包装技术；全面运用天鹰座和无
人机等多个特种设备用于拍摄；在主会场一号演
播大厅使用4K超高清主屏和大量冰屏，为春晚带
来梦幻般的舞台效果。

传播：多终端 全覆盖

今年的春晚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后的首
届春晚，一方面春晚传播将立足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的全媒体资源，多平台协作，实现春晚多样
态、多终端、立体式、全覆盖的传播；另一方
面，为加快媒体融合发展，今年春晚还将积极创
新开发融媒体内容和传播样式，呈现出融媒体多
屏互动的特点。

在除夕当晚，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
文国际频道、军事农业频道、少儿频道和4K超高
清频道将全程并机直播春晚，央视网多平台、央
视影音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移动
网也将全球同步直播。在广播方面，央广中国交
通广播将对春晚进行全程同步音频转播；央广中
国之声、文艺之声、国广环球华语资讯将在除夕
特别节目中插播春晚精彩节目。

守正创新 技术突破 融合传播

今 年 春 晚 亮 点 多 多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守正创新 技术突破 融合传播

今 年 春 晚 亮 点 多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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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变化，问冷暖，听民声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考察过的那些地方

春节即将来临，一巨型花篮亮相天津文化中心广场，营造了浓浓
的节日喜庆气氛。 李胜利摄 （人民视觉）

巨型花篮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