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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中 孟 建 交 4 5 周 年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0月 4日电 10月 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
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孟友谊
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建交 45年来，两
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强政治
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
孟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并肩抗击疫
情，谱写了中孟友谊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
孟关系发展，愿同哈米德总统一道努力，加
强两国战略对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将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哈米德在贺电中表示，孟中关系日新

月异，现已涵盖关键领域合作，孟加拉
国对此高度重视。中国在孟加拉国经
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持续提供支持，对
此我深表感激。我相信，两国间的亲密
友好关系将在未来不断深化。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孟加拉国
总理哈西娜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表

示，中方愿同孟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哈西娜在贺
电中表示，两国间久经考验的友谊与合
作催生了孟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孟中
合作得以强化，释放出在本地区乃至全
球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巨大潜力。

本报记者何军、孙哲

　　 2010 年，国家号召，19 省市扛鼎，
新一轮对口援疆正式启动。
　　浙江省迅速响应，对口支援位于南
疆塔里木盆地的阿克苏地区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一师，成为全国对口援疆工
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0 年来，浙江省共投入援疆资金
150 多亿元，推动数千个援疆项目在受
援地落地生根，10 多万浙商在南疆各地
创业创新；同时选派 4000 多名干部和人
才，分批进疆开展援疆工作，利用东南沿
海发达省份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理念，推
进富民兴疆，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夯
实基础。
　　借助援疆东风，阿克苏地区、兵团第
一师社会形势和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特
色优势产业不断崛起，内生发展动力日
趋增强，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能
力明显改善，各族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
提升。
　　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指挥长朱林森
表示，坚决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强同新疆协调配
合，长期坚持对口援疆，提升对口援
疆综合效益，与受援地各族干部群众
一起奋斗 ，共同绘就更加美丽的
“疆”来。

  跨越万里，4000 多名干部和

人才接力援疆

　　从江南水乡到南疆戈壁。10 年间，
来自浙江省各行各业的 4000 多名干部
和人才，先后背上行囊，万里驰援新疆。
　　教育援疆一直是浙江对口支援的着
力点。新疆理工学院、阿克苏教育学院附
属之江实验幼儿园、阿克苏市多浪第一
幼儿园等一批项目，在援疆资金的支持
下相继落成。
　　以教育人才为核心的“软件”建设更
为重要，浙江推进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链
式推进”“全学科覆盖”“全员培训”的组
团式教育援疆模式，累计选派援疆教师
2900 多人，在当地建立几十个传帮带工
作室，对接培养上万名当地老师，受援地
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作为一名援疆教师，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祝永志第一次与新疆
结缘是在 2012 年 3 月。两年的时间，他
从零开始，完成了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新型纺织机电技术、现代纺织技术两个
专业的建设。
　　援疆期间，他有着两段难过的回忆。
2012 年 10 月 30 日新型纺织机电技术
专业验收，同年 10 月 26 日祝永志父亲
病危。2013 年 11 月 30 日现代纺织技术
专业验收，同年 11 月 25 日祝永志母亲
病危。“两个专业我都是汇报人，时间、人
员是早就定了的，没办法，我不能走，没
见上父母最后一面。”相隔一年，两段五
天的煎熬，留下了遗憾。但他的坚守，换
来了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两个专业在自
治区验收中的名列前茅。
　　多年来，浙江创新推进医疗援疆体
系建设，“大组团、大卫生、大帮带、远程
医疗、远程培训”的医疗援疆格局全面铺
开，实施门诊 6000 余人次、手术 2000 余
人次，120 余项医疗技术填补了当地空
白。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借助援疆
力量快速成长，100 多名浙江医疗专家
来到这里，探索“组团包院”“以院包科”、
浙阿跨省医联体等，开展“组团式”帮扶。
目前，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达 89% 以
上，比沿海地区也不逊色。
　　援疆过程中，一些干部人才与新疆
结下不解之缘，他们放弃高薪，离开环境
优美的故乡，毅然决定扎根边疆。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副书
记、副师长李斌，原是台州对口援疆指挥
长。在支援一师阿拉尔市期间，他跑遍了
团场连队，满脑子装着兵团的发展。
　　李斌曾经担任台州温岭市市长，在
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组织征求他是否愿意留下时，他答应
了。“兵团的壮大和发展需要有人奉献，
或许是被兵团精神感动了，选择了留
下”。原本三年援疆变成了留任，李斌并
不后悔。随后不久，在浙江一所大学任教
的妻子将工作调到了阿拉尔，女儿也转
学过来，一家人坚定决心扎根边疆。
　　 3 年援疆，有的人长眠在了新疆。
2015 年 8 月 11 日晚，浙江省湖州市对
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指挥部指
挥长黄群超倒在了援疆岗位上，由于心
脏病突发，生命定格在了 47 岁。湖羊发
展中心、红枣园、红沙河、防风林的白杨
树下……黄群超的一半骨灰留在柯坪，
一半随家人回到故乡——— 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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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叫红旗岭，原是下雨泥沙俱下
的“光头山”；人叫兰林金，是双臂高位
截肢、左眼失明的退伍军人。10 年前，
在革命老区福建省长汀县，这山这人
“相遇”，人让山变成一批人赖以致富
的“花果山”。
　　 2003年，兰林金在砂石场做爆破
工作时不幸发生意外，造成一级伤残，
劳动能力基本丧失。但军旅生涯养成
的不服输性格，使他不断地进行自力
更生尝试。
　　兰林金尝试过养鸭养鱼，种油茶
种毛竹等，但因缺技术、缺资金等，均
以亏本告终。就在人生最低谷时期，他
遇到了实现心中梦想的好机会，并通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干出了在“火焰
山”上“点绿成金”的事业。
　　熟悉长汀历史的人都知道，那里
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
县份之一，“一场大雨、河田不分”的灾
难景象频繁上演。2010 年，一场山火
几乎把红旗岭上原本稀疏的植被一扫
而光。幸存的少量油茶树，半焦的树叶
迎风摆动。
　　“ 15 岁那年，暴雨从‘光头山’上

冲刷下来的泥浆，摧毁了我家等待上瓦
的新土房，父亲因此抑郁而终。”兰林金
说，所以他从小就有在这片山头种满绿
树的梦想。山火过后，恰逢几个战友来
看他，带来政府为持续治理水土流失，
免费给荒山承包治山人提供树苗 、技术
等的政策信息，并鼓励他承包红旗岭种
油茶。
　　兰林金告诉记者，“战友们说，政府
有好政策，以他这么能吃苦的倔劲儿，一
定行。”他也在那时暗下决心，“我和这山
都经历过‘大火’。我何不借助这机会大
干一场，让千亩荒山披绿、结出‘幸福
果’；也告诉身边人，无论是人是山，浴火
重生就会有用武之地。”
　　他用残臂夹着锄头走上山，挖土刨
坑，植树、造绿、创业。10 年时间，3000
多个日夜，不管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
兰林金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承包的 2000
多亩荒山上。断臂上和胸前磨出了厚厚
老茧，也“磨出”了满山青翠和红火的
日子。
　　“现在 2270 亩‘光头山’已油茶果
林飘香。除 800 多亩油茶，还种了脐橙、
杨梅、黄梨、毛竹。每天要请二三十名村
民做工，去年仅工资就发了 2 0 多万
元。”兰林金右眼里闪烁着光芒，脸上笑
出褶子。
　　兰林金说，近年来在政府指导下，他

还依托红旗岭绿色产业经营，先后牵
头成立两个种植养殖合作社，以及福
建省断臂铁人百草园农业有限公司。
合作社社员已超过 200 人，公司主营
的姜茶、姜粉等，形成集种植、采摘、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日子逐渐过好时，兰林金选择帮
助更多人。通过提供种苗、肥料和技
术，他带动周边村民种油茶、种生姜、
养鸭等，让他们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
营中。“县里各部门、战友及邻里，在资
金、技术等方面都曾对我鼎力相助，我
也要回报社会。”
　　兰林金还透露，他正筹划通过直
播带货，将青翠的红旗岭和生态农副
产品展示给更多网友，扩大产品销
路。“山上还有些杂草地可以种树，销
售的资金将用来做进一步开发。”
他说。
　　兰林金红旗岭“点绿成金”，也是
长汀县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当地群
众长期锲而不舍努力下，不断取得水
土流失治理新成效的缩影。截至去年
底，当地水土流失面积由 1985 年的
146 万亩锐减到约 34 万亩，森林覆盖
率由不足 60% 提高到 80.3%，全县 28
万人口从中受益。
       （记者秦宏、赵雪彤）
     新华社福州 10 月 4 日电

吕梁再也见不到“消息树”
  秋日晌午，吕梁山的千沟万壑依然骄阳
似火。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垣上村村民刘忠强
锄完谷子，圪蹴在树荫下歇脚。微风拂过，起
伏的梁峁满眼绿。
  “这山啊，绿得让人舒坦！”熟悉这里每
一道山梁每一道坡，62 岁的老刘打开话匣
子，“从前，荒山秃岭的，愁死个人呢。”
  老刘的话，让记者想起一位同事多年前
对吕梁的印象———“仿佛是到了月亮上的环
形山，一下子懂了抗日故事里的消息树，因
为山上除了灌木和衰草很难看到树，只要有
棵树，就特别打眼。”
  抗战时期，吕梁山是华北通往陕甘宁边
区的要道。1938 年，也是秋天，侵华日军蹿
入吕梁山，企图往西进犯陕甘宁边区。享誉
吕梁的说唱艺人樊如林回忆日寇侵犯吕梁
时，民兵在村庄附近光秃秃的山顶上埋棵枯
树，四面八方都能看见，这就是“消息树”。
“只要发现鬼子出动，立刻就把消息树推
倒……抗日武装马上就会做好迎击准备。”
  用“消息树”就能报告敌情，可以想见当
时的吕梁山是多么缺林少树。就是在这荒瘠
的大山里，吕梁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
不朽功勋，作家马烽、西戎的小说《吕梁英雄
传》也成了红色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人民打响了另一场
战斗，战场没变，只是换了“敌人”。在党的领
导下，几代吕梁人接力治理穷山恶水，谱写
了生态脱贫的“新吕梁英雄传”。
  精准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吕梁市提出

在一个战场打赢脱贫攻坚和生态治理
“两场攻坚战”，实现“增收增绿双赢”。
通过广泛成立造林专业合作社，首创
“购买式造林”，吕梁森林覆盖率跃居山
西全省第二，昔日的荒山秃岭成了美丽
的“绿色银行”。
  “现在没法埋‘消息树’喽，山上都
种满了树，最多的是核桃。”刘忠强冲着
四周的绿色山梁努努嘴，黝黑的脸掩饰
不住开心，“算上育的各种树苗、办的养
殖场，俺的‘身家’也有百余万呢！”
  开车下山，刘忠强要去看他的老伙
计梁宝俊，“宝俊前几天去护林，路上不
小心被撞，受了点皮外伤。”
  一路上很多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
住着易地扶贫搬迁户，梁宝俊就是其中
一户。下山后，他家山坡地全部种了树，
自己被聘为护林员，成了“赚工资”的
农民。
  宝俊家大婶招呼大家吃顿家常便
饭。“这是 212抿尖，豆面、玉米面和白
面按比例做的，在馆子里一碗得卖十多
块钱咧。”刘忠强一旁也按捺不住“得
意”，“咱吕梁人再也不过‘刨坡坡、吃窝
窝’的苦日子了！”
  种树，还帮更多吕梁人实现了人生
梦想。
  岚县界河口镇东口子村的郑二小
没想到，自己会因为种树而成为第二届
全国青运会的火炬手，大大地露了一把

脸。这个憨厚的山里汉子不善言辞，对
记者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好好种树”。
  2015 年，郑二小就牵头成立了造
林专业合作社，承接 1350亩造林工程。
合作社不仅销售了本村及周边村的苗
木 15万株，入社贫困户还通过赚取劳
务费，人均增收 5000 多元。
  现在的吕梁林木葱郁，山清水秀。
不久前，十几只国家一级保护濒危鸟类
黑鹳还现身吕梁市区北川河畔，绝迹多
年的金钱豹、野狼也在交口、中阳出现。
  经常看新闻的郑二小知道，这已经
不稀罕了。从 2016年起，每年都有黑鹳
在柳林县的清河栖息，前年在汾河孝义
段有近两百只黑鹳出现。
  “谁能想到，几十年前还是穷山恶
水的吕梁，去年在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
峰会上，居然获得了‘最具生态竞争力
城市’称号。”郑二小感叹道。
  吕梁市副市长尉文龙介绍说，全市
已有 50 多万人次通过生态建设增收，

11.5 万贫困人口实现生态脱贫。
  2019年，吕梁市整体脱贫。
  “当年祖辈们和敌人拼刺刀都不
怕，我们现在‘斗穷’，也绝不能认怂！”
老刘倔强的声音，让记者感到，虽然郁
郁葱葱的吕梁再也“栽”不了“消息
树”，但吕梁精神依然激励老区绿色脱
贫奔小康。
        (本报记者刘婧宇)

断臂老兵造林千亩“点绿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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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成都 10 月 4 日电（记者
谢佼、丁怡全）坐上列车，沿成昆铁
路在西南横断山脉群山中快速穿
行，它忽而扎进隧道，忽而驶过桥
梁。车厢里斑驳光影不断流动，仿佛
带我们走进了穿越岁月的光影
记录。
　　这里曾被外国专家称为修筑铁
路的禁区。川滇交界地区山高谷深，
地质结构极为复杂。“连峰去天不盈
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
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数千年来，人

们只能走着马帮南行。
　　这一切都被闯过禁区、1970 年建成通
车的成昆铁路所改写！
  在大渡河畔的关村坝火车站，列车短
暂停留。站长刘富军引我们来到隧道边，
“这里没有一寸平地，当年用 388 吨炸药，

一次爆破 395 万立方米土方，炸开山头，好
不容易在两座隧道间建成了火车站。”
　　距离关村坝火车站不远，就是著名的
“一线天”。这是两座绝壁间的缝隙，成昆
铁路以一座石拱桥连起两座隧道，从桥往
上看，天空仅在山谷露出一线。遥想当年，
一条条绳索从悬崖上荡下，筑路战士吊在
半空中，工具只有钢钎和铁锤，一锤一锤
艰难凿出炮眼，山石随时可能垮塌，他们

何等危险，又何等英雄！
　　 1083公里，30多万人参建，2000
多人牺牲。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档案
室干事王福永说，成昆铁路平均每公
里大约有两名筑路者牺牲，横绝之地
得以开出坦途。极尽蜿蜒之姿的成昆
铁路，让一个个与世隔绝的部落走出
深山。
　　在大小凉山，每隔十数公里就有
一个小站，身披“察尔瓦”羊毛披毡的
彝族老乡三三两两排队候车，他们有
的抱着鸡鸭，有的牵着山羊，前往各个
县城交易。开行这一线路的列车被他
们亲切称作“小慢车”。
　　“小慢车”彝族车长阿西阿呷是

名“ 75 后”，她一会儿替老乡在特
制车厢里拴好猪羊，一会儿替年
迈大妈安排座位，忙得不可开交。
“成昆铁路就像大凉山的公交车，
从燕岗经西昌到攀枝花，根本闲
不下来，每天一看手机，呀，列车
上都走一万多步了，遇上假期走
两万步。”
　　成昆铁路上喜事也多，这不就
碰上了结婚送亲的队伍。一位位头
戴银饰、身穿盛装的彝族妇女，在车
厢里就唱起了送亲歌。
　　列车飞驰，沿线山村正在追上
发展的速度。
         （下转 3 版）

  扫描二
维码，跟随新华
社记者一起感受
穿行在大凉山的
扶贫“慢火车”。

  大图：在 5634 次列车上拍摄的窗外风景（9 月 27 日摄）。小图：5633 次列车抵达月华站，旅客背着孩子出站（9 月 28
日摄）。                                      均为新华社发（李锴摄）

坐着高铁看中国

  长假期间，福建武夷山景区客流显著回升，10月 1
日至 4日景区接待超过 11万人次，旅游市场呈现繁荣
有序的景象（10月 4日摄）。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武夷山上人气旺
  金秋时节，河北省卢龙县农民抢抓农时收获红
薯，田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目前该县种植红薯
14 万亩（10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甘薯之乡秋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