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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
铁路蒙华铁路头号重点控制性工程中条山隧道顺
利贯通。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1 月 29 日，沪通长江大桥 27 号辅助墩第 3 段
节间钢梁吊装对接成功，标志着主航道桥墩顶钢梁
架设施工全部完成。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骆国骏、乌梦达、王君璐、樊攀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70 年前的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防务，古
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滚滚铁流、猎猎旌旗，
中国共产党人用著名的“北平方式”化干戈为
玉帛，保全了这座 3000 年古城珍贵的历史建
筑，也保证了 200 余万老百姓的幸福安宁。

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从古都北平到首都
北京，与新中国同龄的新北京，见证新中国创造
的累累硕果、非凡奇迹。

历史的回声

冬日暖阳映照下的东交民巷，格外静谧凝
重。街道旁那一幢幢西洋风格建筑，仿佛向过往
的人们诉说着它的历史。

从鸦片战争后多国在此设立使馆，到 1901
年《辛丑条约》后，东交民巷区域不允许中国人
居住和设立衙署……这条街见证了列强侵华的
屈辱历史。

直至 1949年 2月 3日举行盛大的入城式，红
旗引导下的威武之师走过前门箭楼，忽然向右拐
了个弯，挺进东交民巷。现场百姓顿时雀跃欢呼。
在制定解放军入城仪式行进路线时，毛泽东主席
要求，队伍一定要从东交民巷经过。

百年屈辱，一朝雪洗。
东交民巷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从备

受欺凌到独立自主，中国人民展开百余年的不
懈抗争。对于亿万中国人民而言，北平的和平解
放预示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这一切，着实来之不易。
——— 和平解放，底气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

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1948 年底，东北野战
军以“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对北平、天津、张
家口的敌人进行战略包围和战略分割。

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
叫……这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傅冬菊在北
平和平解放前所看到的父亲傅作义。

军心涣散，人心思变，国民党军队未战已
败。1 月之余，3 次和谈，最终傅作义宣布北
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和平解放源于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文明
成果和人民福祉至上的初心。在世界近代历
史上，英国首都伦敦、波兰首都华沙、德国首
都柏林等都曾遭战争破坏，多少历史瑰宝毁
灭于战火之中，多少生灵因此而涂炭。完美体
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理想的北平，是中国古
代都城建设史上的经典之笔、顶峰之作。

为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北平解放前，解
放军特意请梁思成先生将市内重要文物建筑
标示在一张军用地图上，以备一旦攻城时保
护它们免受炮击。这张《北平重点文物图》，挂
到了西柏坡毛泽东指挥所的墙壁上。故宫博
物院、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北大红楼、燕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的名胜古迹和学校

得以完整保存。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刘岳介

绍，北平和平解放不仅开创了“北平方式”，也
成为解放湖南、四川等地的范例。更多民主人
士选择信任中国共产党，更多学者名家选择
留下为新中国建设建言献策，更多的北平市
民箪食壶浆喜迎雄赳赳入城的人民子弟兵。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70 年，初心未变。
从 70 年前保护古都，到 70 年来始终坚持保
护和发展首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始终是中
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位于南锣鼓巷附近的雨儿胡同始建于明
代，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
时曾经来到这里看望老街坊们，听取大家对
老城区改造的想法。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
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考察
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这座世界著名古都
未来建设、发展提出要求。

如今走在雨儿胡同，早已不见从前的杂
乱无章，和胡同相连的南锣鼓巷游客如织，街
面齐整、井然有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大力加强老城整

体保护、推进文物腾退疏解。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师施卫良介绍，北京市
正在编制老城整体保护规划。景山、北海、社
稷坛等文物古迹正在展开腾退，杨椒山祠、沈
家本故居等正在开展文物腾退疏解后的保护
工作。

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最终要为
提升老百姓获得感服务。位于西城区菜市口
十字路口西北侧的广阳谷城市森林，是第一
个位于北京市核心区的城市森林，接近 5 个
足球场的面积，种植了上百种植被，对周围
环境改善作用明显。

在城市核心区，一块这样的地如果出让
可能值几十上百亿元，但舍掉短期利益，得到
的是城市生态的长远收益。2018 年，北京新
增 50 处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新建 10 处城
市休闲公园，其中包括东城区新中街城市森
林公园、西城区东福寿里口袋公园等。

老城中的一抹抹新绿，让老百姓的
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也让这座千年古都
在历史的回声中焕发勃勃生机。

建都的辉煌

1949 年 2 月 3 日，北平还是寒风凛冽，
但大街上一群大学生高举的横幅“春天来
了”，让所有人都感到了温暖。

方幼玲成为解放军入城仪式欢迎队伍中
一员时才 19 岁。她回忆，1948 年底，北平已
经是一片混乱和凄凉，物价疯涨，粮荒严重，
商店关门，骚动频发，垃圾遍地，市民生活陷
入绝境。

新华社 1948 年底报道的一个细节记录
了当时的情景：“若干公务员每天只能吃一顿
饭，有的白天办公，夜间拉洋车。”

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北平后，提出城市工
作的中心任务是全力恢复与发展生产，调动
全市人民的积极性。

（下转 5 版）

历 史 昭 示 未 来
写在北平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 1 月 30 日电
(黎云、吴旭)中央军委日前印发

《关于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快
构建新型军事管理体系，推进治
军方式根本性转变，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部队管理工作。

《意见》明确，要牢固确立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
要论述，运用蕴含其中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回答解决新
时代部队管理面临的形势任
务和矛盾问题，牢牢把握听党
指挥的政治方向，立起备战打
仗的鲜明导向，坚持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推进部队管理创新
发展，着力打造与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相匹配的一
流部队管理。

《意见》强调，要切实把部
队管理工作聚焦到备战打仗
上，强化备战打仗鲜明导向，完
善战时部队管理体系，归正部
队管理工作重心，创新重点领
域部队管理。要坚持依法从严
提高部队正规化管理水平，维
护条令条例严肃性权威性，重
塑部队“四个秩序”，健全安全
风险分析和防控体系，推行标
准化管理。要着力推进部队管
理现代化，发展现代管理理论，
构建现代管理架构，培养现代
管理人才，创新现代管理手段。

《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要
负起主体责任，端正指导思
想，实施统一领导，坚持常议
常抓，为敢管者撑腰，为担当
者担当。各级主官要当好第一
责任人，敢抓敢管、善抓善管，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为部队
树样板，为官兵做表率。各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
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全面从严加强部队管理工作的整
体合力，把严格落实共同条令与深入贯彻《意见》结合起
来，在贯彻《意见》中强化落实条令条例的自觉性坚决性，
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政令军令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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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囊里的春运变化：越来越“轻快”的回乡路
新华社杭州 1 月 30 日电(记者魏董华、

唐弢)回家的行囊“沉重”：里面装着思念、心
意，也装着对未来的期盼；回家的行囊也很
“轻快”，网购、物流的发展让返乡“轻装上
阵”。一年一度的春运，记者走近杭州火车站
里等待回乡的人群，从他们的行囊也看到了
春运的变化。

从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编织袋

到一个拉杆箱

因为没有抢到回贵阳老家的高铁票，50
岁的殷如云花了 300 多元买了一张 K 字头
列车的卧铺车票。

殷如云的行李再简单不过了：一壶水、一
袋零食，里面装的是方便面、瓜子和辣条。手
头很空还帮儿媳妇推着一个银灰色的拉杆
箱。两三年前，在杭州做模具工的殷如云还是

和大多数长三角一带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
一根扁担挑着两个蛇皮袋，里面装满了铺盖
和衣服，以及回家的年货。

现在，他在年前早早地把行李和给家人捎
带的年货用快递寄回了老家。“年前我花了
2000 多元买了辆新电瓶车，然后快递回老家
了。”殷如云说，“这里买电瓶车比老家便宜七八
百元，即使算上 400元运费，还是便宜不少。”

在杭州火车站做了 20 年行李安全检查
工作的乔科镇见证了回乡行囊的变化。“以前
每到春运的时候，火车站候车大厅里都是左
手一个编织袋，右手一个牛仔包，拎着水桶，
背着背篓的返乡人群。有的拿不过来了用水
管、木条做成扁担，挑着走。”乔科镇说。

“过去是用过的都舍不得丢，恨不得吃的
用的都带回去，所以行李越来越重。”殷如云
说，现在不用的都丢了，拎的也是轻便的礼品
盒子。

网购、物流的发展让返乡“轻

装上阵”

对于已经经历了 12个春运返乡之旅的丁
淑芬来说，和往年不同的是，一个拉杆箱和一
个背包是她全部行囊。拉杆箱里装的是衣物，
背包里则塞满了应付 18个小时车程的口粮。

“前两年在广东打工的时候，那真是大包
小包地往家拿。家里人盼着，过年走亲戚也要
拿些像样的礼物。”丁淑芬说，“现在老家那边
的条件也好了，县城里啥样的年货都买得到，
到了家再慢慢置办，行李轻便多了。”

距离丁淑芬的回乡班列发车还有 3 个多
小时，但她已经归心似箭，丈夫和儿子都先她
一步回到老家，“家里什么都不缺，只要人回
去就好。”丁淑芬说。

在义乌经营小商品生意的李玉华早早地

就在年前给在江西老家的父母买好了过年
礼物。“在网上花了三四千元给家里老人买
了手机和保暖内衣。”李玉华说，现在很少
会过年前囤年货，因为平常也会给老人买
些吃的寄过去。

业内人士称，从物流数据可以看出，春
节消费的热度持续上升，但消费者囤积年货
的趋势却在下降。究其原因，是消费者已经
习惯于随时买随时送的即时年货消费方式。

在杭州一家公司上班的白领陶女士早
早地就在网上订好了金华火腿和阳澄湖大
闸蟹给安徽老家的亲人寄过去。“过去，家
里人爱吃、老家又买不到的年货都自己背
回去，现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买好寄回去，
有时候年货比人先到。”

菜鸟物流方面的负责人说：“中西部尤
其是乡镇的包裹量增长很快，尤其是节前
两个礼拜的包裹量增加很多。”（下转 2 版）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70 年前的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
北平城防务，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人用著名的“北平方式”化
干戈为玉帛，保全了这座 3000 年古城珍贵的历史建筑，也保证了 200 余万
老百姓的幸福安宁。

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从“新中国第一店”到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个体饭
馆，再到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北京的“第一”不胜枚举，历史悠久的
北京正在城市转型发展的快车道上创造新的历史。

未来的北京将继续做好“三件大事”：精心组织实施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力筹办好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将成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缩影。

长三角以“智”谋“质”

“亩均论英雄”时代到来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出实招 办实事 求实效

新华社南京 1 月 30 日电(记者朱国亮、仇逸、岳德亮、
周畅)截至 1 月 30 日，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政府工作报告
已全部出炉。“高质量发展”成为江浙沪皖政府工作报告的
“关键词”。

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分量最重的板块之一，面对复杂
严峻的外部环境，长三角区域将如何谋划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浙沪皖政府工作报告“剧透”，一个以“智”谋“质”、以“亩均
论英雄”的时代已到来。

浓墨重彩“描绘”科技 发展动能转换再加速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组织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131 项”“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8000 家”“建设国家
和省级重点实验室 171 个”……对 2018 年创新驱动战略实
施情况的回顾，江苏不厌其烦列举了一堆数据和案例。

不仅是江苏，浙沪皖三地政府也在报告中对 2018 年科
技创新所取得的成就予以浓墨重彩地“描绘”。上海：全社会
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高达 4%；浙江：“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增长 13 . 1%；安徽：13 个项目获 2018 年度国
家科技奖……

新的一年，江浙沪皖再次将动能转换作为谋求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首要举措。江苏提出，要大力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
合，鼓励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高水平企业技术中心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浙江也放出“大招”，全面实施科技新政，要“超常规”加
大财政科技投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全省研发经
费支出增长 12% 以上，同时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支
持杭州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上海则着力提升科技创新中心的集中度和显示度，让
更多国际先进水平实验室、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在张江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集。同时，高标准实施人才高峰工程，
集聚更多世界级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

安徽也表示要下好创新“先手棋”，推进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建设，推进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创建，实施
500 项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已是共识。”上海市
人大代表、绿地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总裁助理马瑜说，只有推
动资源投入式发展向技术领先型发展转变，通过科技创新
解决各行业短板，才能全面提升各行业盈利能力。

工厂“无人”企业“上云” 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去年建成‘无人车间’‘无人工厂’66个，今年还将重点再打
造 100个。”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浙江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据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过去一年，浙江新增“浙江制
造”标准 559 个、“品字标”企业 442 家、工业机器人 1 . 6 万
台。新的一年，浙江将继续提升“浙江制造”品质，新增“品字
标”企业 300 家，实施 500 项智能改造项目，新增工业机器
人 1 . 7 万台。 （下转 2 版）

大图：1 月 27 日，杨雨轩（左）坐在秋千
上，姐姐杨祖轩（右）在一旁推。小图：1 月 28
日，杨雨轩（左）与姐姐杨祖轩（右）蹲在秋千
下，看着爸爸给秋千换绳子。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深处，有一个叫维拉
罗的傈僳族小村子。杨杰一家依山而居。给杨
杰夫妇最大安慰的是两个乖巧可爱的女儿：
9 岁的姐姐杨祖轩，6 岁的妹妹杨雨轩。

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杨杰家的千脚木
屋也建在一处陡峭的山坡上。两年半前，杨杰
专门请人开着挖掘机把屋子旁边的山坡铲成
一块平地。有了院子，杨杰就张罗着给女儿做
点好玩意。他找来两根木棍，用铁丝缠结实，
一头插到地里，一头插到山坡上，再挂上两根
麻绳系好的木板，就是女儿最爱的秋千。

维拉罗村是云南泸水市大兴地镇卯照村
的一个自然村，全村 49户人家中，像杨杰家
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30户。2018 年，当
地政府组织易地扶贫搬迁，杨杰一家在山脚
下分到一套 100 平方米的楼房，目前水电已
通，等政府免费提供的家电家具到位后，就能
入住。 新华社记者毛鑫摄

荡漾在大山里的秋千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