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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越来越多的村子通了光纤和 4G，村
民上网越来越方便。根据最新的统计，截至目
前，中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 4G 的比例均超过
98%，提前实现了“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目标。同
时，试点地区平均下载速率超过 70M，基本实现
了农村城市“同网同速”。

插上互联网翅膀的农村，也逐渐改变着原有
的模样，飞向幸福生活的光明未来。

天下信息尽在手

对于一些偏远闭塞的农村来说，信息往往来
自于仅能收到几个台的电视和从外地归家的亲
人。但有了网络之后，就像为农村打开了一扇能
和世界沟通的大门，丰富的信息可以随时获得。

河北省蔚县草沟堡乡上里罗村在 2017 年通上
了光纤和 4G。交通不便让原先的上里罗村与外界
沟通不畅，有了光纤和4G之后，村民们可以随时了
解外面的信息，了解国家政策。光纤也带来了清晰
的电视信号，丰富了村民的日常生活。

不仅如此，上里罗村中的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在过去，家人与他们联系比较麻烦，而如今
有了 4G，微信等软件可以随时使用，这样与外出
打工的亲人联系就方便很多。

“超98%的行政村接入光纤和4G，那就意味着
这些村子接入了互联网，农村也进入了一个‘互
联互通’的时代。”北京大学研究员靳戈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互联网+政务”成为了国家治理的新
方式，接入光纤和4G的农村将会享受到红利。

过去，无论是村民还是村集体，因为办事要
走很多手续，一些距离乡镇、县城较远的村子可
能要花费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互联网+政务”

的推广，将会大大简化流程，缩短村民跑路的距
离，只需要在村委办公室提交申请、上传材料，
就可以得到办理。既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跑动
的距离，无论是政府还是对村民，都有好处。

靳戈表示，接入互联网的农村将会纳入到全
国的信息管理体系中，对于政务信息化，推进

“互联网+政务”都是有帮助的，国家的治理体系
也会更完善和有效。

乡村吸引八方客

随着光纤和4G在农村的普及，越来越多风景
优美、富有特色的乡村会被发掘出来，乡村旅游
会随着信息化而更加火热。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从 2013 年以来不断推
进信息化建设，光纤、4G等相继接入村里，对村
民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9 年，骆
驼湾村开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旅游与网络的结
合碰撞出更多发展机遇。

以往来骆驼湾村休闲度假的人往往是通过熟
人推荐，口口相传，如今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
频等网络传播，北京、石家庄等外地来的游客不
断增多。村内的相关产业如“美食一条街”、土特
产品店等都可以扫码支付，优化了游客体验。一
些大型活动落户骆驼湾村举办，村民们也会自发
地进行直播等，扩大村子生态旅游的影响力。

“如今，骆驼湾村基本实现了 4G 网络全覆盖，
在农村数字化进程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下
一步，我们还将利用数字化发展本地电商，将骆
驼湾村的特色产品在网络上打开销路，利用直
播、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信息传播工具进一步
扩大宣传，吸引外地游客。”河北省农业农村厅驻
骆驼湾村第一书记刘华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电商助力脱贫战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如今
有了新的解释。修路，不仅要修实实在在的公路，还
要修信息高速公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
期，完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打通信息高速公路对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有着重要意义。

电子商务现在成为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
之一。许多贫困地区并不是没有发展的优势，而
是缺乏一定的支持。有的需要交通的发展，有的
需要传播渠道。而光纤、4G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就解决了传播渠道的问题。

在电商平台上开设店铺，通过直播、短视频
等自己制作推销广告，这些相比起开设实体店铺
并投入资金做广告要实惠得多，而且在全网的推
送也会让效果更加显著。

“光纤、4G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农村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在农村的逐渐
完善，农民和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外部市场
动态，借助网店、直播等多种形式销售本地优势
农特产品。”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王昕天表示，这
为打通农村与城市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采取电商扶贫
的方式，并且加大了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帮助农
民了解电商运作，积极发展电商。阿里巴巴、京
东、苏宁等众多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制定扶持计
划，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扶持力度，帮助贫困地区
脱贫致富。

王昕天表示，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普及还赋予了
农民和企业在更广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从而让
农村产业更高效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分工中，更好地
发挥农村本地比较优势，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效率。

光纤4G入村 生产生活受益

为农村插上互联网翅膀
本报记者 张一琪

我们这样过七夕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作
为第七届北京七夕文化节系列活动的重头戏，
北京民俗博物馆依循古俗，展开了一场场“赛
巧”PK。这不，一群游客正在瞻岱门外体验

“投针验巧”，他们正在比拼谁的巧手可以在一
分钟内让三根针稳稳漂浮在水面之上；不少小
朋友们围在了“摆乞巧图”挑战活动周围，变
化无穷的七巧板拼图比赛不仅考验“巧手”速
度，更是“巧智”的比拼；一群少男少女正挑
战“穿针引线”，练就在最短时间内用一根线穿
起七根针的“绝技”。

清代朱象贤《闻见偶录》记载：“七夕，妇
女采凤仙花捣染指甲，红如琥珀可爱。”博物馆
还开设凤仙花染指甲体验区，吸引众多女游客
驻足尝试。“正赶上暑假，带孩子来参加博物馆
办的七夕活动，她体验了剪纸，染了凤仙花的
指甲，玩得开心，还直观感受了中华传统文
化。”北京市民王女士对笔者说。

本次的北京民俗博物馆七夕活动中最热闹
的当属月老殿了。年轻游客们纷纷赶往月老
殿，在月老面前请上一根象征爱情和姻缘的

“红线”，祈求自己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满。“民俗
博物馆所在的东岳庙是京城文保单位，除了年
轻人外，许多老北京人都会过来为自己或子女
求姻缘。”朱羿介绍。

有缘千里来相会

伴随七夕佳节，“电子结婚证”的到来为新
人们的承诺与浪漫增添了一份方便和快捷。8
月 6 日，浙江、江苏、江西、福建、重庆五省
市率先宣布，可在支付宝领取电子结婚证。电
子结婚证和实体证相对应，已登记领证的市民
只需在支付宝搜索栏输入“电子结婚证”，各省
市的相关小程序便依次排开。人们只需完成刷
脸验证即可领取电子结婚证，该证可在补领婚
姻证预约、婚姻登记信息核验、购房贷款、财
产公证等业务中使用。电子结婚证的上线，让
习惯了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人们，离“零负担”
又更近了一步。

除了新技术让今年七夕与众不同，各地对
传统习俗的推陈出新也为七夕增光添彩。8月7
日晚 7 时 30 分，湖北省武汉市 150 对佳侣将身
着汉服、手提灯笼，伴着悠悠的古琴声从沿江
大道的两侧走上芦花栈道。

作为此次武汉江滩七夕文化节的主办方，
长江日报报业集团记者熊汉玲向笔者表示：

“我们想把汉口江滩的芦花栈道赋予一定的文
化意义，作为武汉的地标之一。”苏州博物馆
合作交流部副主任曹冰向本报表示：“真正的
七夕文化是蕴含在民俗中的。七夕不仅是爱情
的象征，更是寄托着先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和向往。”

七夕焕发新光彩

七夕节自汉代产生以来，经过2000多年的
发展，积淀了多样的习俗传统，形成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万建中
向笔者表示：“七夕最大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乞
巧节变成了现在的情人节，这样的变化顺应了
时代的潮流，使七夕节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传统节日相比，七夕节的复兴有其
鲜明的特殊性。”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
主任梅联华向笔者解释道，一方面，人们积极
开掘传统，从七夕节的既有习俗中寻找爱情因
素；另一方面，大家用开放包容的心态采借西
方情人节的文化符号，为我所用。“这就延伸出
了彩虹鹊桥、相亲大会、放飞许愿灯等诸多具
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活动，从而契合了当代人的
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

“七夕节是传统节日通过利用传统文化要
素，形成新节俗、赋予新内涵而振兴的典型例子，
它深刻地揭示出一个道理：传统节日只有立足传
统之根，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
调，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梅联华如是说。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民俗学会
副秘书长张勃对笔者说：“爱情的忠贞、婚姻的
美满、家庭的和谐，这都是七夕节在新时代的
新涵义，情满家国，节日本身也因此焕发出全
新的光彩。”

爱 在 七 夕 情 满 华 夏
——多彩民俗活动丰富七夕文化内涵

严 冰 郑舒文 崔啸行 杜子璇

本报北京8月 7日电 （记者陈
劲松） 今天下午，中国残联、民政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等部门共同在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 《就业年龄段智力、精
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
范》（GB/T 37516-2019）（以下简
称残疾人托养服务国家标准） 的有
关内容进行发布。

残疾人托养服务国家标准是我
国残疾人服务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
标准，于 2013 年在国家标准委立
项，2019 年 6 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正式发布，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发布会对残疾人托

养服务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政
策框架、服务体系，以及残疾人托
养服务国家标准涉及的技术内容和
框架进行了发布和解读。残疾人托养
服务国家标准的发布单位、行业管理
部门、归口管理单位等相关部门专家
和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残疾人托养服务国家标准的出
台标志着残疾人托养服务发展进入
了规范时期，对我国残疾人托养服
务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
升，对于下一步各地建立健全本地
残疾人托养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提
供了指引，对地方开展政府购买残
疾人托养服务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首个残疾人托养服务国家标准出台
从2020年起正式实施

本报张家界8月 7日电 （记者
王云娜） 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今天，湖南张家界市举
办“丝路驿站”集中授牌仪式。张家
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革安为“丝路
驿站”营运中心授牌。由张家界本地

旅行社与德国柏林、日本东京、韩国
首尔、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大型旅
游机构共同挂牌的 10 个“丝路驿
站”逐一亮相，这些“丝路驿站”
将成为张家界旅游进一步拓展海外
市场、开展国际交流的“先行军”。

张家界授牌10个“丝路驿站”张家界授牌10个“丝路驿站”

本报北京8月 7日电 （记者叶
紫） 人社部近日发布的 《关于做好
技工院校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
出，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和《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方案（2019—2021 年）》，把发展
技工教育作为缓解技能人才短缺和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举措，鼓励广
大青年、各类劳动者及未就业人员
就读技工院校、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技工院校将稳定全日制招生，

扩大非全日制招生，通过拓展招生
范围、降低招生门槛、采用弹性学制
等方式，确保全国技工院校每年学制
教育招生人数稳定在120万人以上，
2019年全国技师学院力争扩招20万
人，非全日制招生实现普遍增长。

据悉，技师学院主要承担高级
工、预备技师 （技师） 培养任务，
高级技工学校主要承担中级工、高
级工培养任务，普通技工学校主要
承担初级工、中级工培养任务。

全国技师学院将扩招20万人

本报北京8月 7日电 （记者喻
京英） 营养健康70年——2019中国
国际健康产业峰会今天在北京举
行。本次峰会以“共建健康生态，
共筑健康梦想”为主题，来自工信
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北京冬奥组委、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呼和浩特市政府等单位以及
各行业协会、企业和学界约 300 名
嘉宾出席了活动。

作为健康食品企业的代表，伊
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在大会发言中倡

议全行业要与世界携手，汇聚全球
各方力量，推动产业合作、创新协
同、价值共创，积极构建“全球健
康生态圈”，实现“让世界共享健
康”的梦想。

峰会现场，北京市副市长、北
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武
汉军运会执委会副秘书长王沈顺，
分别代表有关部门授予伊利集团北
京2022年冬奥会合作伙伴俱乐部轮
值主席单位、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官方乳制品合作企业称号。

国际健康产业峰会在京举行

山西省晋城市日前普降大到暴雨，引发山洪，多地发生险情，并
有人员被困。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展开抢险救援。图为武警晋城
支队官兵正在组织搜救被困人员。 蔡君、梁海镔摄影报道

晋城：救援受灾群众

8月7日下午两点半，笔者来到北京民俗博物馆，只见，对襟上衣、
宽袍大袖、高腰襦裙，红墙绿瓦之下，婉转古琴声中，“牛郎”和“织
女”于鹊桥之上相会，随后“织女”穿针引线，编织出云霞般动人的图
案，“月老”以赤绳相系，为人间有情人牵引好姻缘……今年北京民俗博
物馆首次邀请表演人员身着传统服饰向观众进行传统习俗动态展示，重
现鹊桥会、月老牵线等场景。北京民俗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朱羿向笔者解
释道：“游园与情景互动相结合，使观众身临其境感受传统七夕的氛围。”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今年的七
夕节在8月7日如约而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赋予七夕以爱情的意蕴，
多彩的民俗活动也丰富了七夕的文化内涵。

图①：情侣在西安华清宫共系许愿牌。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图②：农民工夫妻在山东青岛工地上过七夕。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图③：情侣在首都博物馆创作彩沙绘画。 本报记者 邹雅婷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8月7日，2019“守望相助 绿色发展”敖包相会主题活动在内蒙古
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文化旅游小镇启幕。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百名嘉宾，国内10对少数民族情侣，以及4000
余名游客在天下第一大敖包下共享科尔沁草原的独特魅力。图为留学
生在体验民俗表演“科尔沁婚礼”。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科尔沁草原：敖包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