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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贵州思（南）剑（河）高速公路剑河
县岑松镇附近的桃花和梨花陆续开放。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花开映坦途
3 月 23 日，上海松江区一居民小区里盛开的玉

兰花。随着春天到来，上海处处生机盎然，千花百卉
争明媚。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千花百卉争明媚

新华社摩纳哥 3 月 24 日电(记者陈
贽、许林贵)国家主席习近平 24 日同摩
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应亲王殿下邀
请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
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我们两国
相似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精神追求，使
得我们相知相亲。中摩建交 20 多年来，
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当前，中
摩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务实合作与时俱
进，尤其是在环保、电信、移动支付等新
领域走在中欧合作前列。中摩关系已成
为不同大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我同亲王殿下在半年
内实现互访，体现着中摩关系的高水平。
双方要牢牢把握双边关系的正确方向，
不断巩固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在
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和相互
支持。双方要坚持开放合作，深化互利共
赢。中方欢迎摩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双方要提升两国环保合作

水平。中方欢迎亲王基金会在中国开展
环保公益行动，不断丰富人文交流内涵。

阿尔贝二世亲王代表摩纳哥王室、
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摩纳
哥进行历史性访问。阿尔贝二世亲王表
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 70 周年
之际，我祝贺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摩中关系发展良好。摩纳哥愿拓展同中
国在科技、创新、生态环保、野生动物保
护、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摩方高度赞
赏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愿支持中方办好明年《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支持并
祝愿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愿推
动摩中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好。

会谈前，阿尔贝二世亲王为习近平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王宫庭
院时，阿尔贝二世亲王夫妇上前热情迎接。
军乐团奏中摩两国国歌。两国元首一同检
阅仪仗队。检阅完毕，两国元首夫妇观看分
列式。习近平同摩方主要官员握手，阿尔贝

二世亲王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法国尼斯 3 月 24 日电(记

者潘洁)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
法国尼斯，随后乘车前往摩纳哥，开始
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中午 12时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尼斯机场。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受到摩纳哥政府首脑、国务大臣
泰尔，摩纳哥对外关系与合作大臣托内
利热情迎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也到机
场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沿红地毯前
行，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行注目礼。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法国大使兼驻摩纳哥大使
翟隽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意大利的国事
访问后前往摩纳哥的。在结束摩纳哥
之行后，习近平还将在尼斯开始对法
国进行国事访问。

抵达法国尼斯前往摩纳哥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新华社意大利巴勒莫 3 月 23 日电
(记者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平 23 日
在巴勒莫会见意大利西西里大区主席
穆苏梅奇。西西里大区议会主席、省督、
巴勒莫市长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听取了有关西西里历史、
人文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介绍，以
及西西里地区同中国的经贸、人文交
往情况。习近平指出，西西里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物产丰富，希望西西里充分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扩大对华合作。我
这次访问意大利期间，中意双方签署
了有关西西里产柑橘输华的协议，欢
迎西西里加大对华优质农产品出口。
中国愿同西西里加强投资、旅游领域
合作。

穆苏梅奇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
主席到访西西里。西西里同中国的
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曾是古
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西西里人民

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作为地中海上
重要岛屿，西西里有得天独厚的发
展优势，愿密切同中国在农业、旅
游等领域合作，成为“一带一路”重
要一站。

彭丽媛、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
立峰等出席活动。

习近平是在结束罗马行程后抵达
巴勒莫访问的。离开罗马时，意大利政
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会见意大利

西 西 里 大 区 主 席

新华社记者王正忠、张紫赟、陈诺

跨入“凤阳县小岗村”门楼，沿着宽
敞的友谊大道向里走，一栋栋粉墙黛瓦
的徽派小楼排立在道路两侧，南来北往
的游客在“大包干纪念馆”“当年农家”等
景点间穿梭着，很是热闹。

出生于 1949 年的严宏昌是一名与
新中国同岁的老人。这个 41 年前与村民
们贴着身家性命干起“大包干”的庄稼
汉，如今每天依旧习惯把头发梳得一丝
不苟，行走在村里的友谊大道、改革大
道……更多来不及命名的道路，他也乐
得去逛逛。

在严宏昌眼中，村里的一条条路似
守望者，见证着小岗人的传奇：一群普通
农民，通过奋斗改写命运，以实际行动生
动讲述爱国故事，向着美好生活不断前
进。

泥巴路上的“泥腿子”：

有手有脚，不信吃不饱饭

小岗，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有 24 户人
家，1955 年时因地处岗地起名为小岗互
助组，由此得名。在位于小岗村的“大包
干纪念馆”里，一张老照片与如今景象形

成鲜明对比：蜿蜒逼仄的羊肠小道泥泞
不堪。

在严宏昌的很长一段记忆里，小岗
除了小，就是穷，是远近闻名“吃粮靠返
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
村”。扒火车外出讨饭是大伙儿最大的营
生。

严宏昌也不例外，他 21 岁时曾随家
人一路跑到邻市的县城，却无论如何抹
不开面子讨饭，家人要来的几块馍被他
置于牛棚的梁上直至发霉。

“有手有脚有田地的壮劳力，怎么就
吃不饱饭？”严宏昌想不明白。于是，当有
村民问他愿不愿意一道挖塘时，他欣然
接受了这份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

作，“只要不讨饭，干什么都行。”
这是一个转折，严宏昌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奋斗路。塘挖完了，他便留下
来挖藕，随后修铁路挖土方，进入建筑
队，凭借吃苦耐劳顺利做到了五级工，
不仅逐步解决全家吃饱饭问题，还积
累了许多管理经验，成长为县城里的
一个“小包工头”。

这个江淮大地上再普通不过的小
村落，面向坎坷命运的击打时，不愿屈
服的不止严宏昌一个。

同村的严金昌，个子高高、长相清
秀，曾因穿得整齐、干净去讨饭，被村
民们打趣：“你是去走亲戚，还是‘查门
楼’子(挨门要饭)？”

为了一家人吃饱肚皮，在那个“不许
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年代，严金
昌琢磨着另寻出路，他先是看中了祖父
传下的那一二十棵柿子树，利用空闲时
间精心照料，待柿子成熟后挑到镇上去
卖。

尝到收获甜头后，严金昌接着“冒一
冒险”，又在房前屋后种了几分地的生
姜、大葱、辣椒、养了几头猪，却很快被
发现，挨了连续三四天的批斗。他却说，
不尝试，就没有活路。

越来越多小岗人认识到，想吃饱
饭，必须分户单干。1978 年冬夜，小岗人
在一份“秘密协议”上按下鲜红手印。“大
包干”极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次年小岗
人便迎来丰收，粮食总产 13 . 3 万斤，是
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

（下转 4 版）

一个村的奋斗，一个时代的巨变
记敢“蹚新路”的小岗人

金秋十月，新中国将迎来 70 华诞。历尽千年沧桑，穿越百年尘

烟，中华民族在复兴征程上昂首前行。

新华社从即日起开设《爱国情 奋斗者》栏目，围绕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多视角、多形式讲述 70 年来中华儿女挥洒汗

水建设祖国的追梦故事，弘扬他们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矢志奋斗，

为建设强大祖国不畏艰辛的壮志豪情，凝聚爱国奋斗的伟大精神

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 3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法国尼斯，随后乘车前往摩纳哥，开始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在机场受到摩纳哥政府首脑、国务大臣泰尔，摩纳哥对外关系与合作大臣托内利热情迎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也到
机场迎接。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3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阿尔贝二世亲王夫妇
合影。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宋晓东、魏婧宇

春分已过，农事正忙———
华北大平原麦苗起身拔

节，江南丘陵上油菜花绚烂
绽放，云贵高原蔬菜生产正
忙，东北地区准备催芽育苗，
西北的农资市场进入销售旺
季……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
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

“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
重任。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
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出明确要求。

抓重点、补短板、强基
础。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行动，
全力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生产，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补齐农村基础
设施和人居环境等短板，夯
实乡村治理根基。

确保重要农产

品供给，端牢中国人

的饭碗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的 10 万
亩小麦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绿油油
的小麦长势喜人。“这里选用华麦 1168

等优质品种，配合耕种收一
体化、高效植保、平衡施肥等
关键技术，目标产量每亩 500
公斤，节本增效 100 元以上，
将为全省推动绿色高效种植
提供重要参数。”国家小麦产
业技术体系襄阳试验站站长
凌冬说。

农为邦本。两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告诫大家，千万
不要在吃饭问题上得健忘
症———“对像我国这样一个
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
说，粮食安全一定要警钟长
鸣，不能轻言粮食已经过关
了”。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
村部部长韩长赋说，今年粮
食生产要做到“三稳”：稳面
积、稳产量、稳政策。对玉
米、大豆将继续实施生产者
补贴，水稻最低收购价也将
保持稳定。

今年我国夏粮生产基
础较好，农资供应充足，
2200 万台(套)各类农机具
正陆续投入春耕生产。但同
时，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农业
气象年景中等偏差，局部地
区可能出现阶段性旱涝等
灾害。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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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精神看落实 爱国情 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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