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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鲁南高铁无砟轨道施工作业持续推进。

鲁南高铁东起山东日照，向西经临沂、曲阜、济宁、菏
泽，与郑徐客专兰考南站接轨，预计 2019 年建成通
车。 新华社发（武纪全摄）

鲁南高铁施工持续推进
10 月 16 日，河北省邢台市莲池大街上跨京广铁

路矮塔斜拉索桥 10 号、11 号主桥成功转体。该立交
桥是邢台市地标性建筑。

新华社发（邱洪生摄）

邢台耸起地标性立交桥

▲ 10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同哈拉尔五世和宋雅王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近
平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主席
佩里。

习近平欢迎佩里再次访华。习近平指出，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之际，你的父亲带领
几十位英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冲破重重阻碍来到中国，开启
“破冰之旅”，撰写了一段中英友好的佳话，非常了不起。中
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艰难岁月为开拓中英经贸往来
作出历史性贡献的老一辈友好人士。“破冰之旅”已过去半
个多世纪，世界也发生了沧桑巨变，但“破冰之旅”仍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今天，中英友好已在我们两国深入人心，共同
打造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已经成为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
民的共识。我很高兴看到“破冰之旅”的精神正在世代传承。

以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为代表的新一代“破冰者”，继续
以满腔热情投入中英友好事业。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中英友谊一定会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而不懈努力。中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近代
两三百年的封闭曾经造成了我们的落伍。吸取历史教
训，当代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这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
就，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在当前世界
形势下，中国也更加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
球化。我们提倡在国际事务中要增进交流、合作、理解、
互信，避免猜忌、偏见、误解。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
路。我们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中方主张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主张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致力于建设中
英关系“黄金时代”。

佩里表示，我父亲开启“破冰之旅”时，中国还非常贫
穷落后。过去 40 年来，中国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巨大发
展成就。中共十九大为中国未来发展绘制了宏伟蓝图。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这个时代的宏大工程。我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印象深刻，相信中国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
标。四十八家集团俱乐部致力于增进中国同外部世界的
交流，愿积极参与中国发展复兴进程。我们高度评价习近
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继续本着“破冰之旅”精神，支持全球化，支持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支持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推进英中合作。

杨洁篪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英国四十八家

集 团 俱 乐 部 主 席 佩 里

新华社记者

许晓阳是福州市鳌峰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重阳节
前，他为辖区老人送上了一份特殊礼物——— 亲手制作的二
维码。

看完央视《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
总书记用典》第五集《报得三春晖》，他感触颇多。这一集展示
了习近平总书记用实际行动，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
道理念。

鳌峰派出所辖区地处福州老城区，老年人口占比高，平
均每周都会发生 2 至 3 起老人走失事件。于是民警们制作
了二维码让老人随身携带，只要用手机一扫就可以看到个
人信息，如今辖区内 1 . 5 万多户家庭老人都有了这种二维
码。

“养老、孝老、敬老体现在很多小的细节。作为一名人民
警察，更要立足自身岗位，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把无微
不至的关怀传递给老年人。”他说。

节目第六集《只留清气满乾坤》主要围绕“共产党员的
修身”这一主题展开。

“节目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修身的用典多维度解
读，对我们很有启发。”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街道社区党建办
公室主任曹蕾说，修身是党员一种自我提升的自觉，更是一
种能够明晰自己角色的行为。“就像节目中所说的那样，修
身是全体党员的终身课题。”

曹蕾说，现在基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挑战较大，虹梅街
道党工委在工作中通过开展“阅读马拉松”阅读理论经典、

“对话中国梦”主题演讲等新颖时尚的学习活动，带领党
员在沉浸式体验中进行修身教育，从而帮助每一名党员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模范作用。

节目第七集《绝知此事要躬行》从尚行、敏行、力行三
个维度，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笃行的论述是对我国传
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
发展。

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尽管每天的工作
千头万绪，直至深夜才能下班，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
蔡公堂乡乡长张永海还是坚持收看《平“语”近人——— 习
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回放。

张永海 5 年前从中国海洋大学硕士毕业后，主动选
择来到西藏磨炼品质、实践所学。节目第七集阐述的实践
的重要性，让这位从高校走到边疆的基层年轻干部感触
颇深。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祖国边疆虽条件艰苦，但舞台
宽广，是青年人的大好天地。”张永海说，正是这种想要干
事创业的热情，让他义无反顾来到了西藏。

来到蔡公堂乡后，他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边疆群众
高涨的致富热情，当地却受制于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发展
无门。作为引进人才，张永海将内地先进经验带到西藏，
助推当地科技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得到藏族群众认可。

“其实群众要的很简单，把握要害、少说多做、身体力
行，为群众真解决问题，群众自然会信任你。”张永海说，
群众满意灿烂的笑容，就是年轻干部最宝贵的人生阅历
与追求。

节目第八集《腹有诗书气自华》重点解读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劝学”的思想。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今年 4
月曾去梁家河参观学习，看完这一集深有感触。“窑洞条
件那么艰苦，习近平总书记都能持之以恒地读书学习，这
鼓舞和鞭策着我们要不断学习。”

学经济出身的赵皖平在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农业管
理工作，如今是三农专家、扶贫专家。“正是通过广泛看书
学习，补充大量农业专业知识，再与农业实践结合，才有
效地用经济知识所长实现了农业科技管理。”

“学无止境，时间都是挤出来的，要将学习视为和吃
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情。”已 52 岁的赵皖平如今越来越
忙，但他总是尽可能留出晚上时间，安静地坐在桌前看看
书。

“总书记用典，无论是倡导新时代孝道观念、党员的
修身与学习，还是真抓实干的笃行论述，都对基层党员干
部影响巨大，为我们当前工作指明了方向、指导了方法。”
挂职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副县长的刘海贵说。

今年夏天，刘海贵作为扶贫工作队长被派到吕梁山
深处的兴县服务当地的脱贫事业。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
劣的兴县，8 万贫困人口中仍有 3 . 5 万人未脱贫。“按照
中央的决策部署，扑下身子踏踏实实，真抓实干，对于如
期脱贫我们充满信心。现在县里考虑的不仅是脱贫问题，
也在努力发展农村产业，为脱贫后乡村振兴筑牢基础。”

(记者白瀛、王成、郭敬丹、王沁鸥、张紫赟、孙亮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为群众真解决问题，群众自然会信任你”

《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引发社会热议

新华社记者任卫东、谭飞、任延昕

金秋十月，在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八万多
亩人工胡杨林化为一片金黄，在一池碧水的掩
映下，如同一把把火炬，闪烁着耀眼的金光。

6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风沙肆虐、寸草
难生的茫茫戈壁滩，如今胡杨成林，游人如织。
从防风固沙，到生态旅游，金塔人民用 60 多年
的坚持，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半个世纪的植树造林

“天上不飞鸟，地下不长草，地物摆不平，风
吹石头跑。”这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塔县生
态环境状况的真实写照。

金塔县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全县沙
漠化土地面积 1815 万亩，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
64%。这里常年干旱少雨，风大沙多，生态环境
脆弱，是全国沙漠化最为严重和风沙危害最严
重的县市区之一。

在老金塔人的记忆中，从前的家乡总是一
刮风就黄沙漫天，“伸手不见五指”。为了抗击风
沙、改善家乡环境，60 多年前，金塔人开始自发
地植树造林。

“每年一到三四月份，家家户户就拎着水
壶，背着干粮，到风沙口去种树。他们每天天刚
亮就出发，走上两三个小时到风沙口，一干就是
一天。饿了就啃窝窝头，困了就睡沙窝窝，直到
天黑才收工回家。”在金塔生活了几十年的达军
山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全民种树的“盛况”。

挖坑、埋苗、填土、浇水……在缺少现代化机
械设备的年代里，他们全靠肩挑手抬，在戈壁滩上
埋下了第一批胡杨的树苗。

最开始“拓荒”并不容易。胡杨虽为耐旱植
物，但人工种植的幼苗在恶劣的野外环境中成
活率并不高。“今年种的有些第二年就死了，这
也是常有的事。”金塔人在年复一年的坚持中摸
索出了提高胡杨存活率的方法，换土、滴灌、人
工护林……慢慢地，幼苗长成小树，在戈壁滩上
扎下根来。

如今，金塔县已建成防风护田林带 90 多条，建设农田林网 4000 多公
里，林地面积达 143 万亩。曾经黄沙蔽日的场景早已不复存在。

“意外”的金色收获

60 多年前戈壁滩上种下的防风固沙林，如今已长成八万亩枝繁叶茂
的参天大树。

2009 年，金塔县政府萌生了将这片人工胡杨林打造成旅游景观的想
法。他们在林区里引水，挖湖，修路，把它打造成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并对
外开放。一位在金塔县干了一辈子环境治理的干部感慨道，“金塔如今也
有收门票的旅游项目了。”

每年秋季，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黄叶绿水的风景画中流
连忘返。64 岁的王元君此次专程带着老伴从家乡广州飞来，她兴奋地告
诉记者：“来之前谁能想到？在大西北还有这样一块宝地！”

尽管早已从“驴友们”的口中听过了不少赞誉，但当真的身临其境，王
元君还是止不住地赞叹，“真是太美了！”她不停地举起手机拍照，说要把
这景致拍下来带回家，跟没来的儿子和儿媳“炫耀炫耀”。

来自四川的李兴背着相机包，一手提着相机，一手拖着三脚架，不断
地在金波湖畔来回走动。他不时地俯下身，或是侧过头，试图找到一个最
佳拍摄点。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年来拍胡杨林。与前两次的“孤身作战”不
同，这次他带着四个摄影圈的好友一同自驾前来。他说：“这里的游客一年
比一年多了，知道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近年来，金塔胡杨林沙漠景区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游客人数连年增
长。根据金塔县委宣传部提供的数据，仅今年“十一”假期，金塔县就接待
游客 28 . 49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5 . 07%，实现旅游收入 2 . 36 亿
元，同比增长 14 . 35%。

挡住风沙，引来游客。金塔人民“点沙成金”，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

朝气蓬勃的胡杨林

在人们的印象中，胡杨代表着沧桑和萧瑟。如今，金塔的人工胡杨林
充满了年轻和生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金塔人一代接一代地在这里植树造林。他们用自
己的双手美化家园，把曾经的风沙口变成现在的森林公园。这种精神是其
他原始胡杨林景区不具备的。”金塔县委书记方学贵说。

近年来，景区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完善了人行步道、游客接待中心等
配套服务设施，打造了胡杨民俗风情街、胡杨村、花卉观光园等工程，引进
了特色餐饮、沙漠摩托、驼队漫游等体验项目。2015 年，金塔沙漠胡杨林
景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方学贵说：“随着景区知名度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家对环境治理
的要求也更高了。”如今，金塔全县森林覆盖面积为 4 . 7%，荒漠化面积还
比较大，金塔人民仍然在奋发拼搏，坚持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

记者驱车离开金塔县城时，看到道路两旁有数万亩近两年新种下的
胡杨林。它们中有的只有一两年树龄，还只是些一米多高的小树苗。但不
难想象，几十年后这里也会是胡杨成林，万亩金海。

新华社兰州 10 月 16 日电

习近平同哈拉尔五世举行会谈
一致同意为新时期中挪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谱写两国传统友谊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记者李忠发)国家主席习
近平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为新时期中挪关系发展注入新

动力，谱写两国传统友谊新篇章。
习近平欢迎哈拉尔五世来华进行国事访问，赞赏

哈拉尔五世和挪威王室长期关心和支持中挪关系发

展，为促进两国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
中挪关系自 2016 年正常化以来收获了累累硕果。推动
中挪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
益，也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挪
威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
欧洲国家之一。明年，中挪将迎来建交 65 周年，中方
愿同挪方以此为契机，共同开辟中挪关系更加美好的
未来。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不断巩固和增进政治互信，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交往原则，充分尊重并切
实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中挪关系行稳致
远打牢政治基础。要持续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为两国经贸合作作出全面制度性安排，实现更高
水平的互利共赢。中方愿同挪方积极探讨在“一带一
路”框架内开展合作，共同促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
要丰富人文交流内容和形式。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冬季
运动领域交流，欢迎挪方同中方分享经验并协助推进
冬奥会筹办工作。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和在联
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协调，推动经济全球化、
倡导世界多极化、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可持续发展，
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在北极理事
会框架内的交流合作，希望挪威继续为中欧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中国-北欧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哈拉尔五世表示，很高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我和王后自 1985 年首次访华后多次来到中国，
见证了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我这次访华表明
挪中关系重回正轨，并再次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我
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加强挪中合作的看法。双方合作还
大有潜力可挖。我们双方要共同努力拓展互利合作。
我对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印象深刻，挪方愿同中方加
强冬季运动交流合作，支持中方成功举办 2022 年冬
奥会。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有关合作文件的
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哈拉
尔五世举行欢迎仪式。彭丽媛、杨洁篪、吉炳轩、辜
胜阻等参加。

金
塔
胡
杨
林
﹃
点
沙
成
金
﹄

▲俯瞰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10 月 10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张睿摄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