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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19 日是元宵佳节。在这人月两圆的时刻，神

州大地处处花灯竞放，无数家庭欢愉相聚。还有许
多人早已回到工作岗位，心怀梦想再出发，前行的
脚步充满力量。

花灯如昼，人月两圆

19 日晚，北京故宫。
大红灯笼点缀着古老城墙，绚烂华灯照亮了

壮美雄姿……元宵节，故宫博物院建院 94 年来首
开夜场，让这座古老的宫殿焕发出青春光彩。游客
边走边拍照，享受着“穿越”一般的惊喜与乐趣。

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社区居民用旧
报纸、废油桶、塑料凳、洗菜篮等日常生活废旧物
品做出 1 . 2 万盏各式花灯，吸引了武汉三镇市民
前来赏灯，社区各处变成了流光溢彩的花灯海洋。

百步亭社区管委会主任王波说，今年是社区
连续第 19 年举办花灯展，做灯、赏灯、评灯，社区
花灯展不仅是民俗文化盛宴，更是促进邻里和谐
的融合平台。

元宵节，可看的远不止是花灯。
出生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直苴村

的李丽凤，是永仁县有名的“绣娘”。每年正月十五
是直苴村最热闹的时候，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观
赏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民族“赛装”。

一大早，李丽凤就换上了亲手刺绣和缝制的
“华服”———“这身衣服我花了一个多月来制作，绣
的是我最喜欢的山茶花和梅花，我要穿着这身衣
服走上秀台，让大家看到我们楚雄‘绣娘’的风采。”

天上月圆，人间团圆。
“爸、妈，你们多吃几个汤圆。”元宵节晚上，江

西横峰县新篁办事处早田村农民蒋斌一家过得比
往年都开心。当热气腾腾的汤圆端上餐桌，家里弥

漫着浓浓的幸福。
一勤天下无难事。几年前，他们家还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参加县里的电商培训，蒋斌
和父亲逐步把自制的竹制工艺品、酿制的竹酒从
大山销往各地，2018 年收入达到 13 万元。

“今年打算在县城买套商品房，和家人过上幸
福日子。”蒋斌乐呵呵地说。

世间万般滋味，不敌团圆一味。
在“华侨之乡”浙江青田县，回家与团圆早已

内化为华侨们的情感密码。
这几日，县上山口镇山口村的文化礼堂里热

热闹闹，年近 70 岁的返乡华侨林浙泸带着几位乡
亲，自筹自导了一场元宵晚会，他自己担任晚会的
主持人。

“当年为了‘讨生活’远走国外，但一直忘不了

家乡的风俗文化，青田的鱼灯舞一跳起来，家乡
的记忆就捡回来了。”林浙泸说，祖国发展越来
越好，希望更多华侨“回家”看看，感受“家”的温
暖。

见证变迁，和合相融

传统的花灯，见证时代变迁。
泉城济南的趵突泉迎春花灯会今年正好举

办至第 40 届。改革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时代
变化，走在以时间年轮为主线的花灯会中，游客
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时代的变迁在人们眼前
铺陈开来。

61 岁的济南市民蔡军，带着孙儿，在改革
开放初期“老三件”(老式彩电、缝纫机、双卡录

音机)花灯造型前驻足。“看一眼就能回忆起过
去的日子，更感慨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会把
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幸福要靠奋
斗得来。”

古老的节日，与时代相融。
“过年走走九曲桥，一年烦恼都扫光。”每年

元宵节，上海市民刘双凤都会来到上海豫园商
城举办的“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赏灯。

沿着九曲桥步行，荷花池里的花灯拉开了
一幅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来上海城市生活变迁
的长卷，有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上海结婚三大
件”，有第一辆国产桑塔纳轿车，有改造后的外
滩景观，也有 21世纪以来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
馆等象征上海和国家发展新高度的景观。

“40 年前物质贫乏，别提什么文化活动了。

现在看着这些花灯，感觉生活越来越美好。”刘双
凤说。

“看花灯不仅是看热闹，也是看历史、看变迁。
花灯越来越‘潮’，正是当下国家发展进步、人民生
活品质提升的体现。”灯会策展相关负责人梁建刚
说。

千年的传统，在融合中传承。
“画元宵节花灯，明白了元宵节赏灯的传统民

俗，也表达自己一定要孝顺父母、尊敬老人的想
法。”看到自己用蜡笔画的为父母洗脚的漫画花
灯，李承睿小朋友特别高兴。这个寒假，武汉市江
岸区百步亭社区现代城居委会的 60 多个孩子或
用毛笔书画，或用动漫手绘，完成了花灯制作，社
区里的好人好事、家风家训被他们画在灯上，记
在心里。

这个元宵节，32 岁的上海白领来欣和丈夫决
定自己动手制作汤圆，他们对着菜谱学习翻炒黑
芝麻、和面等一个个步骤。厨房外，刚满 2 岁的儿
子好奇地等待着自己人生第一碗汤圆。

“希望等孩子长大一点和我们一起制作这些
年节食品或装饰品，让他记住这些中华传统民
俗。”来欣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他从小就知
道，一家人要团团圆圆、相亲相爱。”

暂舍乡愁，向着春天再出发

离别，为了再次相聚。
自此良宵，大地春回。号角催征，为了更加红

火的日子，人们暂时割舍乡愁，再次踏上奋斗征
程。

“今年是大藤峡工程建设的关键一年，我和妻
子说好了，过了元宵节就立马返回工地。”1 月 27
日，大藤峡工程建设者邓照宇与妻子在四川绵阳
老家举行了婚礼，婚假还没结束的他便想着早点
赶回工地。

建设中的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广西桂
平市西江上游的黔江河段，是国务院确立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的标志性工程。

邓照宇算了一下，在和妻子恋爱到结婚的两
年多时间里，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 100 天。
“但是我想，只有继续把工作做好，才能回报妻子
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奋斗者从不孤单，勤奋者永不止步。
伶仃洋上，同样机器轰鸣。建设中的深中通

道是继港珠澳大桥之后的又一超级工程，它全长
24 公里，预计 2024 年建成通车。届时，从中山到
深圳的车程将由 2 小时缩减为 30分钟。

建设者刘帅是名“90 后”，去年大学毕业后进
入该建设项目，今年他在工地过元宵节。“能把青
春挥洒在伶仃洋上，在重大工程里实现自我成
长，这是很‘酷’的事。”

团圆的味道最甜美，千家万家齐努力，画出
更大同心圆。

35 岁的黄冠军是大庆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
公司市场管理中心 DQ1205钻井队平台经理，今
年是他在伊拉克度过的第 10 个年头。

“元宵节和家人电话、语音聊天，我觉得和家
人的距离近多了。”黄冠军说。

一次次克服施工难题，一次次刷新生产纪
录，仍然有新的目标等待他的团队去突破。“我们
要继续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祖国赢得国
际市场的信任和尊重。”黄冠军的志气，正如他的
名字一样。

节后即将迈上征程，新起点孕育新收获。
看着一桌好酒好菜，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火

红乡格枝村的张寿普有些恍惚。眼前的光景是他
多年前不敢想的——— 宽敞的三居室，明亮的灯光
映在落地窗上，孩子们在客厅里嬉戏打闹。

“老家在硝厂河边的半山腰上，找不到一块平
地，人就住在峭壁上。”张寿普回忆起祖辈居住的
地方。

张寿普和村里很多人以前在外奔波，村里留
下的都是妇女儿童，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

时代，在改革开放中变了模样。作为 10 万易
地扶贫搬迁者的一员，今年春节，他家搬进了县
城里的新家，“10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7 口人都
住下了”。

张寿普决定，再不出远门打工了，就在县城
里努力工作，也让孩子们在县城上学。

伴着元宵节晚上的鞭炮声，全家新生活的序
幕已经拉开。 (记者吴振东、陈爱平、杨思琪、
李劲峰、曹祎铭、邵鲁文、刘宇琪、唐弢、田建川)

新华社北京 2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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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开放持续推进

“关键枢纽”地位凸显

“今年春节生意特别好，忙得都没空接单！”
在南宁经营水果生意的欧雪喜上眉梢。东南亚
水果一直是她线上和实体销售的主营品种，“莲
雾、山竹、榴莲等很受国内消费者欢迎，临近果
实成熟的季节，我都要去越南、泰国的果园现场
考察下单。”欧雪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广
西与东盟的开放合作。

面向东南亚，毗邻粤港澳，背靠大西南……
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大开放的推动下不断释
放出发展活力。党中央赋予广西“三大定位”新
使命，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
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
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从战略层面为广西开
放合作指明了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莫小峰说，近年来，广西正是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开放合作的指示精神，不断推进“三大定
位”，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关键枢纽”
地位愈发凸显。

作为我国西部唯一沿海的省区，广西正加
速与东盟全方位互联互通，构建面向东盟的国
际大通道。“这几年，北部湾港实现与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个港口通航，内陆的货物
可通过我们港走向东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地

中海。”北部湾港务集团董事长周小溪说。
随着陆海新通道等新的经济大动脉形成，

广西在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开放发展方面的作用
不断增强，正成为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
战略支点。

钦州港火车东站，一派繁忙景象。站长黄光
辉告诉记者：“3 年前货运站刚设立时，货物很
少，现在每天要装满 3 列车。重庆、四川、陕西等
省市的电子、机械产品大批量从我们这里运往
海外。”

开放的吸引，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
将目光投向广西。它们在南宁相聚，在北部湾携
手。永久落户广西首府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
会已举办 15 届，“朋友圈”越来越大。2017 年，
哈萨克斯坦作为首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出任第十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特邀合作伙
伴，在这里“一带”遇见“一路”。

陆海新通道建设使广西的“门户”地位进一
步凸显。这条通道以我国西部地区经广西出海
出边大通道为主轴，向北连通丝绸之路经济带，
向南衔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而形成“一
带一路”的完整环线。

新一轮开放“四向发力”勇立潮头

春节期间，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东兴口岸
人潮涌动，大批游客从这里出境，前往对面的越
南旅游。“想去感受一下异国风光，体验一下越
南风情。”来自广东珠海的游客黄永念一家自驾

车，准备去越南芒街“一日游”。
随着中越跨境旅游合作的不断深化，东兴

口岸出境游人数逐年递增。“我们不断优化办证
手续，使游客出入境更加便捷。”东兴市出入境
办证大厅民警钟倩影说。

“新一轮开放中，广西勇立潮头，不断拓展
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开放水平也在不断提
高。”莫小峰、唐农等全国人大代表表示，只要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发展的指示精
神，广西未来发展必将大有可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西加快构建“南
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

这一“四向发力”的开放“路线图”目标明
确、重点突出：南向——— 就是以陆海新通道建设
为载体，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北联———
即加快畅通联系西部省份的通道，促进“一带”
和“一路”连接贯通；东融——— 主动融入对接珠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借力东部加快发展；西
合——— 联合云南等省份，加强与越南、老挝等湄
公河国家的合作。

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今年 1 月，广西、
贵州、甘肃、新疆等 8 个西部省份签署合作共
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框架协议，助推形成
“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
格局。

南国早春，一派生机盎然。广西干部群众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建设壮
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新征程中阔步前行。

新华社南宁 2 月 19 日电

开放合作走活发展“新棋局”

元宵佳节，在全国多地，

许多人坚守岗位，在工地上以

不同方式度过节日

上图：2 月 19 日，中建三局武汉康宁机电项目工人在建设工地上一起猜灯谜庆祝元宵节。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下左图：2 月 18 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乡桥工段东明桥梁车间的工长张新超

（右）和儿子张恒斌在检查长东黄河大桥线路。“明天元宵节要在工区过了，其实谁过节都想回家，但
是工作职责决定了我们必须舍小家为大家。”张新超说。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下右图：2 月 19 日，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项目一名员工在宿舍外吃汤圆，庆祝元
宵节。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本报记者樊攀、王若辰

吃元宵、猜灯谜、拍照片…… 19 日是元宵佳
节，中午 12 点半左右，记者一走进北京中关村西
区的理想国际大厦 8 层，就被这里浓浓的元宵节
氛围所吸引：着装正式的白领们吃着热乎乎的元
宵，或三五成群在一起琢磨灯谜谜底，或互相给对
方拍照留念，写字楼里洋溢着节日的温馨。

这场元宵节活动是由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
红帆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的。红帆，意味着
服务中心像一叶红色帆船，载着非公企业追逐梦
想。

红枣馅儿、山楂馅儿、黑芝麻馅儿……物业方
北京理想佳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特意采买
了 1500 个元宵。

“希望这些元宵能让楼里的党员感受到这份温
馨。”该物业公司党支部书记金鹏介绍，每逢重要节
日，红帆中心都会组织各类活动，“我们结合写字楼
的特点，利用白领们的休息时间，开展一些不会影
响他们工作的活动，让他们更加愿意参与进来”。

这场在写字楼约 350 平方米的天井里展开的
活动，吸引了楼上楼下各公司白领的参与。“元宵
很好吃！”来自北京华夏顺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
员工白禄说，平时工作忙碌的他们非常愿意参加
红帆中心组织的活动，能增进同幢大楼内各公司
员工之间的了解。

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理想

国际大厦约 7 万平方米的出租面积容纳了近
4000 位工作人员，如何保证自己活动有特色，吸
引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的年轻党员，是
红帆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这些企业的员工流动性大、年轻、活力强。”
海淀街道组织部部长侯永卿说，他们开展楼宇党
建活动，首先明确了活动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党
建，向党组织靠拢。

摄影展、知识竞答、送月饼……近年来，一个
个针对年轻人开展的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了青年
党员的目光，让年轻人感受到基层党组织的关注
和温暖，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楼宇党建的
队伍当中。

元宵节活动现场，北京朗玛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蒋薇张罗着公司党员们在党
旗前合照，活动期间一直在“咔嚓”的党员摄影师
用镜头记录下这公司党员“团圆”的一幕。

在蒋薇看来，公司从去年成立党支部以来，已
有 7 位年轻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党员们在公司
的模范带头作用也带动了企业稳步向前发展。“楼
宇党建给企业带来了生机，我们不光带动党员，还
把普通群众也一起发动起来，这样我们像一支队
伍一样一起往前走。”蒋薇说。

下午 2 点，又到上班时间。各企业的员工们按
下各楼层的电梯，“装”着 1500 个元宵，又纷纷回
到自己的工作岗位。8 楼的短暂相聚结束了，但小
元宵中的大温情仍在这栋大楼里延续……

1500 个小元宵里“裹着”大温情
北京中关村楼宇党建活动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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