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要 闻 2019年5月20日 星期一
责编：陈劲松 贾平凡 邮箱：dieryw@sina.com

为迎接第29次全国助残日，福建省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日前举行
学生技能展示活动。该校师生演出舞蹈、合唱、手语、音舞诗画等精
彩节目，赢得观众热烈掌声。图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在演出。

李雯虹 张锡帅摄影报道

本报呼和浩特5月19日电（记
者贺勇、丁志军） 5 月 19 日，由内
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兴安盟
行政公署共同主办的2019年“中国
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暨阿尔
山兴安杜鹃节在阿尔山市开幕。

开幕式上，主办方为“心灵四
季·美丽中国”内蒙古红色旅游自驾
探寻之旅授旗，为劳动模范、教
师、林业、环卫等行业先进工作者
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代表赠送了景
区门票，开展乌兰牧骑文化汇演暨

快闪活动。同时为鼓励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文化和旅游活动，丰富人民
群众生活体验，还举办了“美丽的
草原我的家”——内蒙古旅游文化
精品演出、兴安传统文化技艺展示
暨兴安礼物展销活动、阿尔山世界
地质公园揭碑仪式、地质公园建设
与发展研讨会、踏青赏花摄影赛、
春赏杜鹃越野徒步活动等形式多样
的主题活动。来自北京、吉林、辽
宁等地的 5 列旅游专列满载游客相
继抵达阿尔山赏花度假。

阿尔山兴安杜鹃节开幕阿尔山兴安杜鹃节开幕

5 月 19 日至 26 日是 2019 年全国
科技活动周。19 日，全国科技活动
周暨北京科技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正式启动，一年一度的科技盛
宴再次到来。

智能巡检机器人、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模型、“氧健康舱”……280 余
个项目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在航空航
天、智能装备、科技扶贫等领域的创
新成果。

展示科技实力

进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
展区，笔者看到4个“小盒子”挂在
一条圆形轨道上不停地运行。来自中
建钢构广东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梁承
恩向观众们讲解说，这个巡检机器人
可以实现综合管廊日常巡检无人化，
已经应用到很多工地上。“包括智能
巡检机器人在内的智能生产线比传统
方式效率提升20%以上，人工成本减
少20%以上。”

本届科技活动周不仅展现了高科
技产品带来的高效率，也展示了中国
在科技领域的强实力。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嫦娥四号探
测器、泳池式低温供热堆——“燕
龙”……这些中国制造的最新成果都
通过模型的形式搬到了观众眼前。

“叔叔，这个圆圆的是干什么用
的呀？”“这个房子是干嘛的？”许多

小学生围在模型周围不停地发问，工
作人员也耐心地一一作答。其中一位
孩子家长刘女士对笔者说：“去年科
技周我就带他来过，这次是他主动要
求要来的，我也很高兴他感兴趣。”

体验美好生活

在“美好生活”展区，笔者看到
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只为体验一
下“爬楼神器”。在模拟楼梯下，一

个小朋友站上踏板，扶住扶手，按下
按钮，“爬楼神器”就缓缓将她送到
了楼梯顶端。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爬楼神
器”大有用处。2年前，河南郑州的
王婆婆站上了这个小小的踏板，当踏
板缓缓移动将她送到楼下时，王婆婆
禁不住留泪了。“因为哮喘我已经 3
年没下过楼了。”

在科技活动周现场，像这样的体
验展区有很多。参观者争相体验科技

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一关舱门，我就感觉到被气体

包围了。”张先生躺进了“氧健康
舱”，亲身体验了一把高氧环境下的

“美容”。据了解，“氧健康舱”通过
增加人体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来帮助身
体调节代谢功能。目前，这种“氧健
康舱”已经应用于北京的部分医院、
美容院和康复中心。

服务乡村振兴

红彤彤的和田大枣、绿油油的哈
密瓜、皮薄个大的核桃，科技让沙漠变
成良田。科技活动周现场展示了“沙漠
温室改土培肥”项目的初步成就。

“番茄全年亩产量增长 100%以
上。同时，节肥效果达到 50%以上，
节水效果最高可达 70%。”北京易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董瑞芳欣喜
地告诉笔者。改“沙”为“土”，培

“肥”壮“秧”。研究人员通过建立护
水层等物理手段，降低水分流失，提
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使新疆和田地
区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使许多农
户实现脱贫。

科技服务乡村振兴，全国各地都
在行动。河北涞源芽菜深加工脱贫项
目也在展厅展出。据了解，该项目通
过深加工将传统芽菜转化成功能性食
品进行销售，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
值。项目落地后带动百余人就业。

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

科技“神器”点燃公众热情
潘旭涛 雷杰如 刘山山

新华社广州5月19日电（记者石龙洪、王攀） 首
届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峰会19日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强调新闻媒体要关注大湾区、报道大湾区，勇于担
当、加强合作，着力凝心聚力、增进共识，为建设国
际一流湾区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黄坤明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这一
战略的实施必将有力促进粤港澳地区民生福祉的改
善，有力推动形成新时代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进一步
彰显我国制度优势、发展优势，丰富“一国两制”新
实践。

黄坤明强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媒体的参
与者、贡献者角色不可替代。希望媒体聚焦大湾区建
设，讲好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的故事，以鲜明雄劲的
基调鼓舞士气、加油助威，共同奏响大湾区建设“进
行曲”。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创造，增强人们的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共同奏响中华文化

“协奏曲”。要以鲜明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激励港
澳同胞与内地人民一起奋斗，共同奏响民族复兴“交
响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在开幕
式上致欢迎辞。峰会以“一流湾区 媒体担当”为主
题，来自媒体和有关方面的300多名嘉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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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是第29次全国助残日。16日，第
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大会代表，向
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为
推进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这对于全国8500多万残疾人是极大的振奋
与鼓舞，将进一步激励残疾人自强自立，激发
全社会扶残助残热情，推动新时代残疾人事业
更好更快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残疾人等困难
群体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明确要求“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推动残
疾人事业在制度建设、服务能力、基础条件、
社会环境等全面登上一个新台阶，残疾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据介绍，过去的2018年，中国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数量减少 100多万；义务教育阶段残
疾在校生达 66.6 万人，比 2017 年增加 8.7 万
人；新增11.8万城镇残疾人就业，为49.4万名
残疾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为11.3万贫困残疾
人家庭进行了危房改造，为 110多万残疾人家
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

这次受表彰的167名“全国自强模范”，是
全国残疾人的榜样。他们中有的靠劳动技能脱
贫致富；有的凭知识技术建功立业；有的用青
春和汗水为祖国奉献。

安徽砀山县农村姑娘李娟，躺在床上，用嘴
咬着触控笔做电商，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中南
大学金展鹏院士，坐在轮椅上，潜心科研 20 多
年，薪火相传带出了科技团队“金家军”，成为享
誉国际材料科学界的“中国金”；双腿假肢的登
山家夏伯渝，历经43年努力，5次冲顶珠穆朗玛
峰，终于在暴风雪中登上世界之巅……

千万残疾人紧跟新时代前进步伐，以奋斗
者的身姿，做时代的追梦人，超越自我，跨越
障碍，克服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投身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受到表彰的 100 个“全国助残先进集体”
和100名“全国助残先进个人”，是千千万万扶
残助残人士的代表，他们用爱心和善举托起一
个个残疾人的梦想。他们是亲密家人，用最真
挚的爱为残疾人筑起最温暖的港湾；他们是良
师益友，用理解和尊重帮助残疾人突破障碍、
融入社会；他们是伙伴邻居，用热情的帮助让

残疾人感受生命的希望和生活的美好；他们是
千百万服务残疾人的工作者、志愿者，用无怨
无悔和无私奉献为残疾人点亮了心中的明灯，
也给社会树立了榜样。

从受到表彰的助残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平凡
事迹中，我们看到了向上向善的伟大力量，看
到了为人利他的博大情怀，看到了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弘扬，也看到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传播和践行。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正朝着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残疾人事业也要实现现代化。

当前，全国还有 160 多万农村贫困残疾
人，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一定要确保农
村贫困残疾人全部如期脱贫，脱贫攻坚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我们要加强残疾人公共服务，
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创造无障碍的社会环
境，促进高科技和信息技术在残疾人事业中的
应用，让残疾人能够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生
活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出彩，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谱
写中国梦的自强篇章。

用爱心托起残疾人梦想
本报记者 陈劲松

用爱心托起残疾人梦想
本报记者 陈劲松

新华社巴黎5月18日电（记者
唐霁） 18 日，“美丽中国”欧洲旅
游推广法国站公众日活动在巴黎举
行，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
了大批法国民众参与。

中法嘉宾为舞狮点睛及法国孩
子们表演的中国武术拉开了活动序
幕，活动有杂技、剪纸、书法、踢
毽子、投壶等多个中国文化展示和

互动游戏，商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
中国文化旅游宣传片。

为进一步开发欧洲赴华旅游市
场，塑造“美丽中国”整体旅游形象，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组织来自六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专业人士于5
月 14 日至 23 日赴西班牙马德里、法
国巴黎和意大利米兰开展 2019“美
丽中国”欧洲旅游推广活动。

“美丽中国”推广活动巴黎举行

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和润京韵”少儿京剧社团的孩子
们在老师指导下刻苦学习京剧艺术。该校已成为海安首家京剧特色
学校，每个周末和寒暑假聘请专业老师来校开设京剧课，让孩子们在
学习京剧过程中感受国粹魅力。图为 5月 18日，孩子们在学习京剧
表演。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乡村娃唱响京剧人生

5月19日，山东青岛科技活动周开幕。开幕式上近百项科技互动
和体验项目集中展示，让游客近距离接触科学。图为几名学生在科技
周上参加“小小科学家探索之旅”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特教师生展示技能

新华社瓦莱塔5月18日电（记
者袁韵） 18日，第一届中西医交流
学术会议在马耳他国立圣母医院举
行，与会者就在马耳他等欧洲国家
推进中西医结合以及加强中医教学
培训、配套制度建设等进行了热烈
讨论，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这次会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主

办，来自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和
马耳他国立圣母医院等医院的医
生 、 马 耳 他 大 学 医 学 专 业 的 师
生、当地医疗从业者等约 70 人参
加了研讨。5 名医生就循证医学、
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卒中、针
灸治疗头痛等发表了演讲，介绍
了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成果和
临床治疗方法。

马耳他办中西医交流学术会议马耳他办中西医交流学术会议

本报北京5月19日电（记者陈
劲松） 在第29次全国助残日到来之
际，《爱的阳光》残健融合国际摄影
展5月19日在京开幕。

本次活动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宣
文部、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
会、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共同主办，
北京市西城区残疾人联合会承办。

摄影展共展出 300 余幅作品，
分为纪录类、艺术类、公益类，充
分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出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发
展的蓬勃景象，展示出残疾人事业
发展的丰硕成果和残疾人朋友坚韧
不拔、自强不息的追梦精神。

《爱的阳光》残健融合摄影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