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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电（记
者李慧颖、宓盈婷）70
载岁月如流、沧桑巨变。
从两岸对峙前线到台胞
登陆第一家园，与台湾
一水相隔的福建，见证
和参与了海峡两岸从隔
绝到破冰、从交流到融
合的历史。作为两岸交
流往来重要且特殊的纽
带，福建正深度融入两
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潮
流，在两岸走近走亲、携
手圆梦、实现统一的历
史进程中继续发挥独特
的作用。

从对峙前线

到交流前沿

1958 年的一个深
夜，“轰”！从金门打过来
的一发炮弹在厦门何厝
香山上的一座碉堡旁炸
开。碉堡内，时任“福建
前线广播电台”播音员
的陈菲菲正在整理录
音带。

“炮弹落在窗户下
面，幸好有 2 公分的钢
板挡着。”逾一甲子后，
耄耋之年的陈菲菲回
忆说。

上世纪 40 年代末，
国民党军退据台澎金
马，海峡两岸形成隔海
对峙局面，厦门、金门成
为最前线。

1953 年，5 个大喇
叭有线广播站在厦门何
厝、白石等靠近金门列
岛的海岸突出部设立。
很快，台湾方面也在马
山、大担等地设立 5 个
对大陆广播站，隔空唱
起“对台戏”。“当时前线
只有两种声音——炮声
和广播声。”陈菲菲说。

1979 年元旦，全国
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
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
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开始走向
缓和，厦、金之间打了几十年的炮战也停止了。

“1991 年 4 月，我们停止广播喊话。他们也慢慢
减少广播时间，开始放些歌曲，后来也停播了。”陈菲
菲说。

如今，陈菲菲曾工作过的何厝、白石一带海滨，
不远处是厦门会展中心。每年初夏，这里会迎来两岸
最盛大的民间交流活动——海峡论坛，近万名台胞
跨海而来，通过一系列交流活动，实现“你来我往”，
寻求“心灵契合”。

海峡对望，鼓浪如歌。昔日的战地举办两岸民间
交流“嘉年华”，成为两岸走近走亲、融合发展最生动
的注脚。

从打破隔绝往来，到实现全面“三通”，再到推动
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福建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靠前先行，如今正努
力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作出示范，积极打造两岸往
来最便捷、合作最紧密的台胞登陆第一家园。

经贸合作创造台商传奇

1993 年初春，台商李瑞河来到祖籍地漳州漳浦
谒祖探亲。从福州开车到漳浦，颠簸难行，一坐十几
个小时，他回忆当时的情形：“大家坐到受不了，全都
吐了。”

但一踏上故土，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土
亲人亲，风景独好，曾在台湾经营茶庄的李瑞河决定
在漳浦创业。当年 9 月，投资 100万美元的天福茶庄
成立。

26 年过去，天福茶庄已发展为上市企业天福集
团，是大陆第一大台资农业企业，也是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在大陆拥有超过 1000家直销连锁店。

李瑞河虽已年过八旬，仍时常往来两岸，回到漳
浦就住在茶园。“我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大陆
是圆梦的地方。”他对记者说，“我很幸运地赶上了大
陆改革开放的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个人的
成就。”

李瑞河的经历是千千万万台商在闽创业的缩影。
1980 年首家落户福建省的台资企业诏正水产联合公
司在漳州挂牌，时光荏苒，今天台湾已是福建第二大
投资来源地、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贸易伙伴。

台湾“百大企业”半数以上在闽投资，福建自贸
区率先对台开放了金融、增值电信、医疗、旅游、人力
资源、电子商务等 50 多个领域，闽台产业合作的规
模和质量不断提升。

登陆第一家园助推台青圆梦

来自台湾高雄的“90 后”小伙子陈建翔 2010 年
来到大陆，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毕业前，他
通过校园招聘方式，进入了德勤管理咨询公司工作。

在大陆的几年里，从求学到工作，陈建翔见证了
大陆发展的风生水起。大陆率先同台胞台商分享发
展机遇，逐步为台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
供同等待遇，推出了一系列惠台利民措施，更让这个
台湾年轻人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看到了实现更大
梦想的机遇。

2017 年，恰逢福建平潭需要一批懂政策、懂业
务的台湾人才，陈建翔由此入闽工作。“在平潭，我更
加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我首先是一名为两岸人民服
务的专业人员。”他说。

像陈建翔这样的台湾青年，在福建已有一万多
名。近年来，福建省推出多项惠台利民举措，积极为
台湾青年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大
舞台。

从海滨到山区，从城市到乡村，越来越多的台湾
新生代走进并且融入八闽大地，打拼事业，落地生
根，成为一道靓丽的青春风景线。

已成为“新平潭人”的陈建翔常为这里日新月异
的变化感到自豪：“两岸青年一起持续努力奋斗，一
线一针，终究会编织成两岸共同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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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记者王琦）29
日，一个暖和的秋日，北京展览馆迎来了数百位
身着少数民族盛装的参观者。

他们，是受邀来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
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
成就展”的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

在一面展览墙上，由 56 个少数民族群众头
像组成一个大大的“国”字，象征“到 1979 年 6
月，经过科学识别，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
族，自此中国 56 个民族的格局基本形成”。

墙前，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
族自治县的副县长王迎斌目不转睛地看着。

“您是哪个民族？”看着他身着民族服饰，记
者问。

“拉祜族，就是墙上‘国’字中间偏左一点的

那个民族。”他指了指。
王迎斌介绍，他在县里分管脱贫工作。近几

年，在党的好政策下，当地发展了茶叶、核桃、水
果、蔬菜等种植产业，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许多
少数民族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
好日子’的场景每天都在我们那儿上演。”他说。

展览现场，时代楷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其美多吉也来了。说起观展的感受，他说
“内容很丰富，看下来觉得整个展览很震撼。”

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改善和少数民族地区
基础设施的发展，其美多吉感触很深。

“我在藏区的邮路上开了 30 年车，过去柏
油路很少，如今，机场、高速路都有了。过去要翻
越海拔 5050 米的雀儿山垭口，现在隧道通车

了，‘鬼门关’成了通途。还有农牧民的住房，宽
敞明亮，就和小别墅似的……”他和记者一一说
起眼中的变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截至 2018 年底，
我国已经建成 2750 处自然保护区。在第一个自
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展板
前，来自辽宁的锡伯族汉子张爱忠久久驻足。

“我们在当地发展有锡伯族特色的农业观
光产业，不仅种水稻，而且开发能让游客欣赏

‘稻田画’的生态旅游项目，带领不少群众脱贫
致富。”张爱忠说，下一步，他要思考如何把这条
路子走下去、走得更好。

在一块“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的展板前，西安交通大学学工部教师库来西·依
布拉音请记者帮她和展板合个影。

库来西·依布拉音说，她是哈萨克族，生在
新疆。今年初，她入职西安交通大学，是少数民
族专职辅导员。“学校有近 2000 名少数民族学
生，大家相处得很和谐。我们还开展实践教学，
暑期去了一趟延安，近距离感受红色文化，同学
们很受触动。”

库来西说，通常大家会把学生比喻为“桃李
满天下”，但她更愿意把少数民族同学比喻成
“石榴春满园”。“少数民族同学就如一粒粒石榴
籽，在民族团结的大环境下紧紧抱在一起。”她
很有体会地说。

在展览现场，每个在场的人不仅能体会到，
而且能直观感受民族团结的热度——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不少
参观团成员在合影时，大声喊出了他们的心声。

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同心共筑中国梦”
记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受邀参观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新华社银川 9 月 29 日电（记者刘海、谢
建雯）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西南边缘，有一道
南北长 60 多公里，东西宽约 30公里的绿色
屏障，静静守护着母亲河黄河和银川平原。这
片绵延的绿洲，见证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记录了一位传奇人物 40 多年的坚持与梦想。

他是王有德，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人民楷
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投身林业 向沙宣战

王有德出生在宁夏灵武市马家滩镇一个
回族家庭。曾经水草丰美的家乡是他儿时的
乐园，可随着过度放牧，土地植被退化，风沙
一天天逼近家园。十几年里，先后有 20 多个
村子、3万多人被迫迁移……

“从那时开始我心里就跟沙漠较上劲了，
一定要把毛乌素沙漠侵吞的土地夺回来。”王
有德立誓与沙漠抗争。

1976 年，王有德进入林业系统工作；
1985 年，他调任白芨滩林场副场长，面对的
却是一个尴尬的开场——林场生产已多年徘
徊不前，职工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三分之
二的人要求调走。

先治穷，让职工富起来；再治沙，让沙漠
绿起来！深入调研后，王有德大刀阔斧实施改
革：精简后勤、实行工效工资、林业生产任务
包产到人……改革当年，林场造林 5093 亩，
创收 17万元，实现了大逆转。

为筹集更多治沙经费，王有德顶着压力
四处贷款创办实体，利用冬季造林闲暇组织
职工外出打工……沉寂多年的场子开始重新
焕发生机。随着林场“自我造血”功能增强，治
沙造林事业揭开了新篇章。王有德开始带领
职工在流动沙丘固沙造林，向沙漠宣战。

白天，他们顶着 50 多摄氏度的高温推沙
平田、挖坑种树，晚上就住在沙窝中搭建的帐
篷里点着蜡烛找问题、想法子；寒冬腊月，为
了抢抓树苗灌冬水的时机，他们日夜吃住在
水渠边……

植绿沙漠 淘金沙海

治沙的人说，养个娃娃容易，在沙漠里种
棵树难。千辛万苦栽好的树苗，常常一夜之间
就被风沙埋葬。王有德和职工哭过鼻子流过
泪，但活儿还要干，树还要栽。风沙不停摧毁

辛苦栽下的树苗，他们就不停补种，直到树木连
成片，把流沙牢牢锁住……

一次次，他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刨开沙土，看
苗根扎好了没有。长年累月，指甲缝里钻满了抠不
出、洗不净的陈年旧土，身上是抖不尽的沙子。

扎制草方格沙障是每一位白芨滩人必练的
“基本功”。年年岁岁，白芨滩人用不懈坚持编织出
漫无边际的草方格地毯，罩住了滚滚流沙。草方格
上，沙生植物茁壮成长。曾经风沙肆虐的沙地，成
为物种丰富、生态优良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才能实现治沙
事业可持续发展。”王有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通过多年改革创新，他探索建立了“宽
林带、多网格、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林农
牧副多业并举”等多种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
“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目标，为国内外沙
漠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来到白芨滩快 30 年了，亲眼看着沙漠绿
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沙漠也可以成为

‘聚宝盆’。”李桂琴难掩喜悦。
50 岁的李桂琴和丈夫吴敬国都是林场职

工，20 多年前“穷得差点儿连婚都结不了”。如
今，他们养了 500 多头奶牛，承包了 40 多亩果
园和苗圃，还经营着 4座设施温棚，家庭总资产
达到 300 多万元。

在人与自然的抗争中，王有德和职工们风
里来沙里去，以“宁肯掉下十斤肉、不让生态落
了后”的拼劲，营造防风固沙林 60万亩，控制流
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

扩，实现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

生命不息 治沙不止

秋日午后，在灵武市马鞍山生态治理区刚
建好的日光温棚里，王有德忙着和工人一同打
埂、移栽草莓苗。“明年开春就可以采摘了，到时
候你们可一定要来尝尝。”

虽然已退休，王有德仍然每天在防沙治沙
一线忙碌。“有人问我是不是太爱沙漠了，其实
我对沙漠恨得不得了，你恨它就要制服它、治理
它，把它制服、治理以后，它就可以造福人类。”
说起治沙，王有德眼中总会放光。

马鞍山毗邻银川市河东机场，一度因乱砍
滥伐、乱采乱挖生态破坏严重。为确保机场正常
运行和百姓安全，王有德义务承担起负责绿化
机场附近荒滩的任务。每天，他带着妻子早出晚
归打田埂、栽树，发动社会力量开路引水、削高
填低、清石换土……他的举动感动并吸引了不
少人参与其中。2014 年，王有德募集资金发起
成立了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5 年来，基金会在这片荒滩上建成了拥有
40 多个树种的生态植物园，占地 2000 多亩的
防护林，栽树 100 多万棵，生态治理 7000 多亩，
昔日荒滩换上了绿装。

“生命不息，治沙不止，我要在治沙播绿中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王有德说，“多栽一棵树，就
是我的价值；多治理一片荒山，就是我的价值；让
当地老百姓找到致富之路，就是我的价值！”

王有德：在治沙播绿中实现人生价值

▲ 9 月 29 日，演员在联欢活动中表演西藏传统歌舞。
当日，在西藏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前，一千余名来自西藏各地的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载歌

载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西藏：千人锅庄颂祖国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记者阿依努尔、宿传义）
一个人，一辈子，怎样才能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新疆
帕米尔高原三位护边员的
故事，告诉了我们答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下称克州）边境地区
主要位于帕米尔高原，平
均海拔 3000 多米，是新疆
条件最艰苦的地州之一，
全州边境线长达 1133 . 7
公里，当地许多农牧民护
边员日夜巡护在悬崖峭
壁、险山沟壑中。

10 多万块“中国”石

77 岁的布茹玛汗·毛
勒朵是克州乌恰县吉根乡
冬古拉玛通外山口的护边
员。从 19 岁起就义务巡
边，50多年来在 10多万块
大大小小的边境山石上刻
下“中国”两个字，这些界
碑如同人生“史诗”，记录
着她的爱国之心。

冬古拉玛通外山口海
拔 4090 米，山陡路险。在

克州，这样的通外山口有上百处。这里一度没有
明显的界碑，布茹玛汗手刻的“中国”石，无言宣
示着我国领土的完整和神圣。

布茹玛汗的父亲自幼是孤儿，在旧社会，他
靠为巴依（富户）家放牧讨生活。对于来之不易的
和平十分珍惜，弥留之际还嘱咐布茹玛汗：“这里
是解放军吃着草根才解放的，你要守护好边境。”

那时，很少有女性放牧巡边，但布茹玛汗却
每日早出晚归查看边境状况。照顾不了孩子、照
顾不了家庭，腿脚常常被尖利的岩石划出道道
血口，无数次被困暴风雪中……

对边防战士，她饱含深情：1999 年，一名边
防战士冻伤双脚，布茹玛汗立刻宰杀养了７年
的山羊，用羊血救治；2004 年，她步行 15 个小
时去救助被困暴风雪中的 7 名战士……

布茹玛汗有３个儿子、２个女儿。她常对他
们说：“我因为护边一辈子才过得这么有意义。
你们现在每月还有护边补助，就算国家不给钱
也要好好守护。”

冰山脚下一家四代接力护边 69 年

对于生活在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脚下的
买买提努尔·吾布力艾山一家而言，为了信守承
诺，一家四代，在云端接力护边整整 69 年。

买买提努尔是克州阿克陶县布伦口乡苏巴
什村木孜阔若通外山口的护边员，这里海拔
4100 米，气候酷寒，是通往塔吉克斯坦的要道。

44 岁的买买提努尔已护边 22 年，他的祖
父珀默勒·多来提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护
边员，他曾告诉子孙，“我们人在哪里，界碑就在
哪里”，这句“祖训”，子孙牢记在心、代代相传。

1952年，买买提努尔的父亲吾布力艾山·托
木成为护边员。28 年后因病下山。1980 年，大哥
塔吉丁·吾布力艾山接替父亲成为护边员。1998
年，买买提努尔从大哥手中接过护边员工作。

买买提努尔熟悉木孜阔若的每一条沟壑。
22 年，他换了 10 匹马、骑坏了 6 辆摩托车，巡
边路上所受的伤多达 20 余处。

如今，他的侄子、女儿也成了护边员。子孙
们继承了祖辈忠诚、肯吃苦的品格，让他欣慰无
比：“一个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有限，护边是我
们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事，绝不辜负。”

临危不惧 风雨有我

黝黑，脸颊上一大片高原红，容颜沧桑。像
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其他护边员一样，38 岁的
加尔买买提·阿不都热合曼有一张典型的“高原
脸”。他说：“护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加尔买买提是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塔克拉
克村的护边员，这里野狼出没，山高路陡，他负责
巡逻的地段，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每次巡边至
少要骑行 33公里、徒步 34公里。13 年的护边生
活，他遇到过无数危险，甚至差点失去生命。

2010 年 3 月，加尔买买提外出巡边遭遇雪
崩，被飞滚的雪崩“打入”沟壑，几个小时后才挣
扎着从雪堆里爬出。2012 年 8 月，他拦截试图
非法越境人员时受伤，左臂至今无法提重物。
2013 年 8 月，帕米尔高原连降暴雨，他独自骑
着摩托车进山巡边，在泥泞的山路上忽听几声
巨响，就连人带车被山洪冲走……

加尔买买提说：“就像史诗《玛纳斯》一样，
父辈们将爱国精神通过故事、史诗口口相传给
后代，爱国精神从小就流淌在了我们的血液里，
我们忠诚为国守边，既满足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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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有德在治沙一线扎草方格（2013 年 7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共 和 国 荣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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