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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

码，参与“寻找

中国之美”第

八季“映春”。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 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
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
帜。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化进
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继续一致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
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
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
领导人共襄盛举，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

方愿同非方携手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
实非洲联盟《 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
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电贺非盟第 32 届首脑会议

团聚方式变了

催生“反向春运”潮

大年初六，在广州工作的刘伶
开车把准备飞回老家的父母和哥
嫂送到了广州白云机场。这是他们
一家人第二次在广州过春节。

刘伶老家在四川眉山，因为回
家的票不好买，去年开始，她让父
母和哥嫂到广州过年。“春节在哪
儿过都一样，一家人能团聚最重
要。”刘伶说。

春运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人
类迁徙”，以往人们都像“候鸟”一
样流动：节前从沿海到内地、从城
市回乡村，节后再返程。如今，团圆
理念没有变，人们的团聚方式变
了，让“单向潮汐”呈现出“反向春
运”的趋势。

广州和深圳是春运“潮汐”最
明显的地方，过去一般是“超员北
上，空车南回”。但是近几年，情况
已有明显改变。广州南站新闻发言
人刘慧说，春运以来，广州南站日
均发送旅客 30 . 8 万人次，同比增
幅 25%；日均到达旅客 18 . 8 万人
次，同比增幅 30%。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携程
旅行网各自的大数据显示，今年春
运传统高峰路线反向客流增加
9% 左右，且多以探亲为主。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杭州等成为“反向春运”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
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40%。

“除能节省开支，反向春运让许多人可以拿出
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感受不一样的春节。”携程集
团机票事业部负责人邵季红透露，“在反向春运和
旅游过年热潮的带动下，北京、上海、广州等‘空城’
的‘人气’有很大程度回升。”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春节 7 天假期，铁路运输
旅客 6000 万人次，再创新高；民航运输旅客约
1300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生活需求多了

带动“洋年货”走俏

寻找年味，从置办年货开始。
北美蔓越莓、缅甸牛油果、新西兰银鳕鱼、美

国波士顿龙虾……来自青岛的张女士家里，冰箱

中的“洋年货”占了一半以上。
“现在‘洋年货’品种多，价格

亲民，买起来也方便，家人都希
望在春节期间尝尝鲜。”张女士
说。

今年春节，不少人的年货清
单上，“洋年货”开始走俏。一些
电商平台销售数据显示，阿拉斯
加帝王蟹、法国蓝龙虾、智利车
厘子、澳洲鲜奶等都成为百姓新
年餐桌的新选择。

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三斤馃子一斤糖”到如今的“海
鲜坚果大礼包”，年货清单的变
迁正是人们消费从吃饱到吃好、
从注重价格到注重品质的生动
写照。

“京东到家”日前发布《2019
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显示，品
质取代价格成为年货消费首选
因素，国民日常消费呈现出更注
重“悦己”体验的升级特征。

春节期间，网络消费、定制
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
兴消费亮点纷呈。据商务部监
测，除夕至正月初六(2 月 4 日
至 10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约 10050 亿元，比去
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8 . 5%。

节前，顺丰速运、菜鸟物流
等均承诺春节期间服务不断档。
菜鸟进口物流数据显示，广州、
深圳、杭州、宁波等口岸春节期
间仍在繁忙工作，以更好满足国
内外消费者需求。

“‘洋年货’的热销反映了人
们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需求
的多元。”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
家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我国
商品型消费将持续从低端向高
端升级，创新型消费和品质消费
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传统年味浓了

“博物馆里过大年”

一道道宫门张贴着喜庆的
年画和春联，乾清宫前丹陛上下
立着“天灯”和“万寿灯”，廊庑悬
挂着华美宫灯轻轻摇曳……大
年初五上午，徐东蕾带着家人一
走进紫禁城大门，便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儿。

“春节期间买买年货，逛逛故宫，孩子在耳
濡目染间了解传统文化，这样的过年方式既传
统又新颖。”在北京工作近 20 年的徐东蕾第一
次参观故宫，贴年画、拜财神等实景展现的年俗
让他感到惊喜。

为让传统节庆文化鲜活起来，故宫博物院
自 1 月上旬起举办“贺岁迎祥——— 紫禁城里过
大年”展览，罕见地展出了 885 件(套)文物。故
宫春节长假 7 天的门票，在长假开始前便被预
订一空。商务部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紫禁城
里过大年”活动，节日期间共接待游客近 50 万
人次。

传统年俗曾一度成为“儿时记忆”，如今强
势回归，“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游客和市民
的欢迎。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春节期间参观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
区的游客比例分别达 40 . 5%、44 . 2%、40 . 6%
和 18 . 4%。 （下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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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守护一片林海是什么样的感觉？
“很寂寞。”塞罕坝大唤起林场防火瞭望员

赵福州说，从 1983 年上山到现在，他和妻子陈
秀玲平均每年要在望海楼待近 10 个月。

塞罕坝年均无霜期只有 64 天，平均每年有
7 个月被积雪覆盖，这里的气候当地人戏称是
“一年一场风，年始到年终”。

“从下第一场雪开始山上就一个人影也见
不着了。尤其过年这会儿，心里更不得劲，恨不
得把人待疯了。”陈秀玲说。

赵福州夫妇值守的天桥梁望海楼位于塞罕
坝林场的最南端。望海楼，望的是林海，观的是
火情。由于今年降雪少，天气干燥，最近正是防
火的紧要关头。赵福州每隔 15 分钟瞭望一次，
电话汇报场部一次，连续不能间断。

“吃顿饭功夫都得上顶楼看两眼，一点疏忽
都可能酿成大祸。”他说，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但
责任重大，“室外的每一个烟点和雾都得分清，
瞭望面积内的山形地貌，哪块是沟，哪块是树，
坐落在什么地方，我都清清楚楚。”

三十多年前，夫妇俩刚上山的时候，天桥梁
望海楼还只是座简陋的两层小土楼，遇上雷雨
天，屋里的电话机、电灯灯头都冒火星。

瞭望条件简陋，生活更艰苦。没有路，大雪
封山后望海楼几乎与世隔绝，他们只能祈求这
段时间不出什么紧急情况。陈秀玲的第一个孩
子丢在了山上。“九点多肚子疼要生，夜里一点
多才到围场县城。孩子生下来活了一天，没活
成。”陈秀玲说。

哭过，也怨过，但他们还是咬咬牙留下来了。
在塞罕坝人的齐心协力下，绿水青山带来

了金山银山，绿色之路越走越宽，望海楼的瞭望
和居住条件越来越好。

路修好了，望海楼也越建越高，从两层到三
层，再到现在的五层。

“站得高才能望得远嘛。”老赵说，“树越长
越高，林场面积越来越大，现在必须得上五层才
能看全自己负责的面积。”

为了不酿成森林火灾，塞罕坝林场层层抓、
层层管，从进山处设立防火检查站，进山后地面
巡护员和高山瞭望员密切配合。每逢高险火情
期便全员出动巡山，“就是为了确保绝对安全，
不放过一丝火一缕烟。”赵福州说，9 座望海楼
相互配合，交叉值班，确保 24 小时有人值守。

“我们都是眼见着林子一点点建起来的，都知
道造这点林可真不容易。”

今年春节，在塞罕坝森林消防扑火队工
作的儿子大年三十也坚守岗位，儿媳在家带
着俩小孙子，一家人分居三地过年。“小时候
挺不理解他们的工作，别的孩子都有爸妈陪，
我却见上一面都很难。”儿子赵东杨说，“现在
我也干防火，知道森林火灾多可怕，所以特别
理解，也特别支持他们的工作。”

赵福州今年 59 岁了，快到了和这片林海
说再见的时刻。明年会派年轻人来望海楼。赵
福州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塞罕坝老一代人
创造的林子守护好，不发生一股烟。”

说起山居岁月，陈秀玲用得最多的一个
词便是“对付熬”。在山上待了一辈子，她至今
没习惯这种深入骨髓的寂寞，但她的朋友圈
里记录最多的却是林场的美丽，无论是雪花
飞舞，还是旭日初升。

“今年除夕我准备了六个菜，有炖排骨、
炖小鸡、鱼……再配上几个凉菜。”陈秀玲说，
“春联买了，可惜没顾上买窗花。”2018 年场
里给望海楼通上了网线，今年老两口想小孙
子了视频就能见着。望海楼里年味虽淡，但幸
福依然。

赵福州和陈秀玲只是守护塞罕坝林场安
全的一对普通夫妻，塞罕坝建林场 57 年来，
共有超过 20 对夫妻值守望海楼，从未发生过
一起火灾。 (记者许苏培、郭雅茹)

新华社石家庄电

塞罕坝的“眼睛”
位于北京正北约 450 公里的河

北承德塞罕坝，有着世界上面积最

大的人工林场。在这片广袤林海中，

散落着 9 座望海楼，其中 8 座由夫

妻共同值守，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他

们为“夫妻哨”

他们是塞罕坝的“眼睛”。每隔

15 分钟用望远镜瞭望报告一次火

情，这样重复枯燥的工作，他们一做

就是一辈子

新华社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陈席元、眭黎
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打开方式”？在江
苏，部分高校探索将思政教学内容融入专业教学
实践，由传统的老师说、课上讲，转变为让青年
说、青年演、青年唱，用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接
受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增强思政教育对现实
问题的解释力，加深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
解与认同。

用青年人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印象中的马克思，满脸的络腮胡子，看起来威
严又神圣，其实他也曾历经磨难，没有风吹雨打，
哪会有秋实成熟……”2018 年夏天，苏州大学音乐
学院学生张雯欣创作歌曲《马克思依旧活在我们
身边》，播音专业学生朗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以这种方式与马克思重逢。

“原来思政课还可以这样上。”苏州大学播音
主持专业 2016 级本科生程沐阳朗读《共产党宣
言》节选后心潮澎湃地说，“我感到似乎能够与马
克思对话，感受他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情绪，马克思
离我们并不遥远。”

一年来，南京大学师生拍摄微视频《神会马克
思》，以师生对话的场景剧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
在青年学生中间掀起“追剧”的收看热潮。

参与节目录制的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 2016
级本科生吴嘉宝告诉记者，通过这档节目，她了解

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以
前课本上的、平面化的马克思
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变得生动
立体、亲切可感起来。”

视频主创、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张
义修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和现在的年轻人
一样，是慢慢成长成熟起来的。“我们选择与青
年人接近的话题，让同学有代入感，产生共鸣。”

“现在有些青年觉得马克思是‘熟悉的陌生
人’，主要还是因为对马克思不熟悉、不了解，所
以对马克思的理论不亲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徐川认为，高校思
政工作者要用青年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画好
马克思画像，讲好马克思故事，用马克思主义引
领青年。

将信仰教育融入高等教育全环节

“重科研，轻教学”“重死记硬背，轻内心认
同”曾是高校思政教育的短板；思政课和专业
课，也似乎是两条“平行线”，思政教育阵地往往
局限在课堂，青年学生走出教室，思想就处于
“野蛮生长”状态。

记者走访了解到，除了创新思政教学方式，
一些高校探索将思政教学内容融入专业教学实
践，开展“马克思主义青年说”活动。学生们用自
己喜欢且擅长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亲近
感与代入感中加深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情
感与理论认同。信仰教育也走出每周一次思政
课的空间与时间局限，融入学生在校的每一个
环节。 （下转 6 版）

读说唱演 入脑入心
江苏高校以“青年视角”创新思政教育

▲ 2 月 10 日在云南省罗平县拍摄的油菜花田（无人机拍摄）。初春时节，云南
曲靖市罗平县的油菜花盛开，黄花、碧水、群山、村舍相映成趣，透出浓浓春意。

新华社发（毛虹摄）
油菜花开春意浓

春运“味道”新变化

新春佳节期间，位于福州北峰山区的千年古
刹林阳寺内梅花相继绽放，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
赏。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福州：古寺梅香

新华社沈阳 2 月 10 日电(记者徐扬)过了大
年初六，为期 40 天的春运时间过半。从东北地区
来看，在这一年一度的迁徙盛宴中，今年春运的
“味道”发生了新的变化。

今年春运有点“淡”

2 月 9 日正月初五，春运第 20 天。8 时 11
分，沈阳北站开往北京南站的 G218 次高铁列车
从沈阳北站正点驶出。这是今年铁路实施“新图”
后，沈阳首次开行一站直达北京的高铁列车，也是
京沈间运行时间最短的列车，只需要 3 小时 45
分，旅客就可以抵达北京。

沈阳局集团公司客运部副部长耿令乾说，去
年底京哈高铁承沈段、新通高铁开通运营后，沈阳
局运营里程达到了 13834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909 公里。今年春运，统筹高铁和既有线路能力，
充分发挥东北路网优势，不断挖掘潜力，加大运力

投入，运力安排为历年春运之最。
2 月 9 日，沈阳局在开行 347 对图定列车

基础上，还在返程热门线路加开临时旅客列车
41 列，其中动车组 19 列，使用 20 组动车安排
重联 3 2 . 5 对，加挂车厢 1 6 6 辆；将配属的
184 组高寒动车组全部上线投入运用，做到动
车组“零备用”，全力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充足的运力，让春运的味道不知不觉中变
“淡”了。

大年初五，返程高峰已经到来，但在沈
阳、长春、大连等各大车站，却看不到往年的
人山人海，取而代之的是井然有序的候车和
乘车。

在沈阳站乘车前往哈尔滨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10 多年前，春运中的旅客往往有一种“狼狈
感”，只要能回得了家就很满足了。现在，由于高
铁的大面积开行，旅客出行越来越从容，选择越
来越多了。

耿令乾说，以春节为分界点，春运前期，沈
阳局日均发送旅客 60 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了近 4 万人。这一系列变化源于管内路网更
加完善，车次更加密集，旅客不再集中于某一条
线路或者某一趟车，丰富的出行选择让回家之
旅变得越来越简单。

在沈阳北站售票大厅，往年排长队购票的
旅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窗口购票旅客
不超过 10 个人。沈阳北站副站长高松介绍说，
这是源于沈阳局对全社会做出的“窗口排队购
票旅客不超过 10 人”的郑重承诺。

回家旅程更暖了

在沈阳北、沈阳、长春、大连等各大车站，随
处可见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中国结和春联，欢
乐喜庆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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