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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毓珊、闵尊涛）“可
以把头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摄影师指导
夫妻俩调整好拍照姿势后，迅速按下快门，一
张幸福的合照就此定格。
　　这张迟来的婚纱照，刘仁香盼了35年。
　　在刘仁香的家乡，江西万安县夏造镇横
江村，许多人家里都挂着通过“流动照相馆”
拍摄的合影。仔细一看，都是将自己的大头照
P 了上去，衣服一模一样。
　　村里脱贫后，细心的扶贫干部发现，拍一
张真正的合影或婚纱照，成了不少村民的朴
素愿望。
　　横江村驻村第一书记肖力光说，2020 年
12 月，当地政府就开始联系摄影师上门拍摄
婚纱照，为他们送上一份别样的脱贫礼物。
　　脱贫又脱单的戴跃武夫妇和 80 多岁高

龄的父母拍了两代人的婚纱照；脱贫后的王
斯财夫妻也赶了一把时髦，穿上传统服装拍
了一张幸福的婚纱照……
　　在秀美乡村背景映衬下，在摄影师的镜
头里，一张张迟来的婚纱照，定格了贫困群众
脱贫后的新面貌。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改善，村民精神文化
需求随之增加，这对我们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夏造镇党委书记张浩峰说，镇里已计划
为全村20多对脱贫夫妇拍摄婚纱照。
　　经过 8 年持续奋斗，中国如期完成了新
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 1 亿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过日子不比别人，只比自己，如今生活比
以前好了百倍不止。”在自己和帮扶干部的共
同努力下，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龚香花

家 2017 年脱贫。2018 年，趁着丈夫 60 岁大
寿，龚香花请工人把房子重新粉刷装修。“屋子
和新生活一样越发敞亮”。
　　除了不断改善的物质条件，愈发丰富的
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中国农村生机勃发的一
个侧写。
　　“村民们不时会约在文化广场做健身操、
舞腰鼓、赏弋阳腔。”湖塘村腰鼓队队长陈武
娟说，如今村庄业态不断丰富，百姓生活越来
越好，更有参与文化创造的意愿，村里的“弄
潮儿”越来越多。
　　位于江西德兴市大茅山脚下的黄竹山
村，这里的每座房子都讲述着各自的“童话
故事”：村民叶琴芳家淡绿色的外墙上，5 只
鸭子正在戏水；王子方家的厨房被装扮成
了一个巨大的蜂巢，主屋墙上一个高约 7

米的养蜂人全副武装地忙碌着；李松花家
的台阶上，一只海豚跃出了浪翻涛涌的海
面……
　　村支书胡月芳站在村口介绍说，每一幅
3D 壁画的背后，都凝聚着村里百姓自己的想
法和愿景。
　　村民们不曾想过，这个昔日一直处在闭
塞和贫穷之中的“移民村”，竟能编织出一个
彩色的“童话梦”。
　　“钱袋子鼓起来之后，重视精神财富正
成为农村群众的新期盼。”南昌市民俗博物
馆馆长梅联华认为，中国农民用智慧和创
造促进乡风文明，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 果 和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有 序 衔 接 的
缩影。
      （参与记者：熊家林、程迪）

脱贫之后，农民奔向“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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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罗鑫、徐稚迪）上下班高峰期，
北京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人来
人往，高楼大厦的背后，一座古
城在尘土瓦砾下已沉睡了 800
多年。
　　为了保护和展示这座古城
的文化遗存，不受城市建设影
响，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近百
人的考古队伍开展了为期两年
的考古发掘，让这座古城渐渐
露出真容。
　　“金中都是中国古代建都
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京
是中国北方的一处边防重镇或
是陪都，而此后，北京成为历朝
历代都城的不二选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馆
员、金中都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丁利娜说。
　　据介绍，金朝 120 年的历史中，金中都作为
都城长达 62 年。金亡后，元朝在其东北方另建
新城元大都，中都城被作为“南城”继续使用。元
末明初之后，中都城逐渐遭到废弃。
　　如今，金中都遗址地表上仅残存三段城墙遗
迹：西城墙高楼村段和南城墙的万泉寺段、凤凰嘴
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分别于 2019 年、2020 年
在西城墙、南城墙及周边共计发掘面积 2900 平
方米。配合北京地铁 14 号线丽泽商务区站建设，
发掘面积 2500 平方米。
　　“金中都城属于‘古今重叠型’城址的典型代
表之一，开展考古工作难度较大。此次发掘的金中
都南城墙墙体南端几乎被近现代道路和垃圾坑破
坏殆尽，为探寻南城墙外相关城防设施的工作带
来了较大挑战。”丁利娜说。
　　尽管困难重重，丁利娜和其他考古工作人员
仍有不少新发现。丁利娜告诉记者，“我们在找城
墙东边界的时候，发现夯土与路土之间有一块区
域，土质跟城墙土基本相同，但是密实度没有城墙
土大，并且夯层不规整。后来我们通过打解剖沟的
方式确认了这一区域是东城墙边缘的倒塌土，局
部区域在剖面上还可以看到倒塌的斜层夯土堆
积。由此确定金中都城墙宽达 24 米，而此前发现
的 18 米城墙是被部分破坏掉的城墙。”
　　经过大量的表土清理工作，丁利娜和其他考
古人员在西城墙外房屋渣土下面发现了金中都城
墙的夯窝，大大小小密集排列，非常整齐。“第一眼
看到特别激动，这么近距离触摸金中都墙体夯窝，
能够把 800 多年历史的金中都城的样子展现给
大家，感到特别幸运。”
　　令丁利娜非常惊喜的是首次在金中都考古中
发现了马面。“到了城墙西边界，我们发现这个地
方的夯土继续向西延伸，形制为圆角长方形，构建
方式为在城墙外二次增筑、外围包砖，而且是凸出
来的，于是我们就推测应该是马面。”
　　马面又叫墩台，是凸出于城墙外的一处防御
性设施。建了马面后，原来一条直线的墙体变成了
三个面，可以扩大视野，从三面防敌，提高外城对
敌防御的能力。
　　在此次金中都遗址考古中，考古人员熟练运
用多种科技手段，使得遗迹记录方式更多样，遗物
标本采集和测定更细化。
　　“比如采集灰坑、道路以及地层里的土样，主
要做植物孢粉分析，观察当时的社会生活、农业经
济等方面；采集护城河岸边及墙体下叠压地层的
土样，测量包含物，与城墙墙体做对比，力争解决
城墙土的来源问题；对灰坑和护城河里出土的少
量动物遗存进行了采集，鉴定种属，了解当时的生
活环境以及饮食构成等方面。”丁利娜说。
　　“通过此次发掘，我们基本厘清了金中都外城
城墙的保存状况、形制结构，及其与城外护城河、
城内道路的关系，首次正式确认了护城河、城墙的
宽度及营建方式。配合 14 号线在城内西南隅发
掘出的十字街道路遗迹，为进一步探讨金中都城
门的位置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丁利娜说。
　　据介绍，金中都城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基础
上改扩建的史实，此前仅有史料记载或少量文物
印证。此次发掘出叠压在南城墙下的唐代墓葬、
辽代墓葬，从而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实证
了金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此次发掘工作我们还做了详细的测绘和三维
激光扫描工作，为将来的城市结构复原和展示利用
做好充足的资料基础。金中都城墙遗迹本体保护已
经纳入了丰台区丽泽金融商务区的规划建设，未来
围绕城墙遗址建设的‘L’形金中都遗址公园，将与
现代商业古今辉映，相得益彰。”丁利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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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毓珊）鄱阳湖畔，江
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河东小区卫生室春节期间
依然接诊。除了收治附近的居民，这里的大门
也随时向越冬候鸟敞开。
　　 48 岁的黄沙是卫生室的执业医生，从医 26
年的他，同时肩负着“人医”和“鸟医”两份担子。
　　“土生土长的吴城人，生活中就离不开鸟。”黄
沙告诉记者，在距卫生室不远处就是江西鄱阳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保
护站接收了伤病候鸟，也会联系我去参与救治。”
　　适逢春节，卫生室冷清了起来，黄沙却没有

“歇业”的打算。“为了让越冬候鸟‘就地’过好年，

得时刻准备着。”他说。
　　生长在鄱阳湖边的黄沙对候鸟有着特殊的

“情结”。工作之余，书法便是他的爱好。“鹤舞鄱
湖”“鸟语花香”……翻阅他的书法作品，件件与
鸟相关。
　　黄沙总忘不了 20 多年前第一次救助候鸟
的经历。“那是一只中毒的大雁，在保护站第一眼
看见它时，它很是萎靡不振。”他告诉记者，“我给
它注射了解毒药物，在候鸟救助中心休养后，它
逐渐恢复了活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伴，我总觉得它通
人性，看见我会显得很亲近。”自那时起，黄沙对

来鄱阳湖越冬的候鸟便再也割舍不下。
　　“我是一名内科医生，并非专业的兽医。”黄
沙告诉记者，“在这边救助过的候鸟，大多是营
养不良，或是误食农药中毒，或是有一些外伤。
起初我是凭着当年养鸡、养鸭的经验治，后来买
了很多治疗候鸟的书籍来学，再后来又到网上
学。”
　　基层保护站候鸟救助力量相对薄弱，黄沙
就向江西省林科院的专业兽医求助，治疗的医
药费大多是他自掏腰包。“一天少抽一包烟，也算
是把钱用在正道上了。”黄沙笑着说。
　　“这些年我救助了数百只鸟，随着湖区群众

护鸟意识的提升，现在伤病的鸟儿越来越少了。”
黄沙说。
　　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地、亚洲最大的越冬
候鸟栖息地。每年抵达鄱阳湖越冬的候鸟数量
有数十万只，全球 98% 的白鹤、80% 以上的东
方白鹳、70% 以上的白枕鹤在这里越冬。
　　为了给候鸟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近年来，
江西不断完善候鸟救助机制，由保护区、公安部
门、医疗部门共同制定的候鸟救助联动勤务机
制正在推开。
　　“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湿地和候鸟的守护者，
我的工作闲了下来，却更心安了。”黄沙说。

鄱阳湖畔，医者仁心救护候鸟
（上接 1 版）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吉投资兴业，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扩大优质农产品等对华出
口。双方要加强安全合作，维护好两国及本地
区安全和稳定。中方愿为吉方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提供支持，深化疫苗等领域合作。
　　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感谢中方为吉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宝贵帮助并真诚支持吉方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国是吉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好朋
友、好伙伴。吉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疆、涉台
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吉方欢迎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愿同中
方共同努力，推进铁路等大项目合作，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在“达沃斯议程”
对话会上就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提出的倡议主张十分重要，在当前形势下具有特
殊现实意义。吉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人
民将取得更大成功。

刺绣男孩，让古老苗绣走出大山
　　 2020 年以来，借助短视频等线上形式，
苗族汉子阿新让传统苗绣更加时尚。
　　阿新在 2018 年入驻了抖音等平台，一开
始粉丝增长缓慢。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受其影响，阿新关闭了打拼多年后开设的
数家门店，更多地转战线上。
　　“2020 年 3 月，在北京的店临近关停，我
开始主推线上展示和直播。结果过去需要花
费一年才能卖完的衣服，短短半个月就销售
一空。”他说。
　　 2019 年，阿新开设在西安、北京、天津等
地的十多家门店年营业额约 1900 万元。到了
2020 年，凭借线上发力，其公司年营业额超
2000 万元。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统的也是时尚

的。”阿新说，只要通过不断创新，学会顺应新
时代的传播方式，就能让苗族文化更好地融
入世人生活，变身为时尚、潮流产品。
　　阿新是苗名，原名叫杨春林，出生于
1989 年，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
里市湾水镇江口村人，生长在苗家。
　　小时候，他经常观察表姐、堂姐、外婆等用
针线缝制绣片，五颜六色的绣片让他移不开眼。
通过学习，他慢慢变身为一位“刺绣男孩”。
　　“初高中时，我已掌握了些刺绣技术，偶
尔会用刺绣手法帮同学改造校服，‘刺绣男
孩’的绰号被正式叫响。”男孩子做刺绣，这在
苗族中算是一件罕见事。
　　高中毕业后，阿新到西安上大学。学习之
余，他把一些家乡苗绣和银饰拿来摆地摊，慢

慢攒下 10 万元，并由此产生了创业念头。
　　“通过摆地摊我发现，我们苗族文化有着
巨大市场潜力，这促使我想通过创业方式，更
好地带动苗族群众以‘指尖技艺’挣钱致富，
同时促进苗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他说。
　　 2013 年，他用攒下的钱在西安开了一家
名叫“古阿新”的服装店。因为对设计感兴趣，
他把苗绣技法和图案融入现代年轻人喜欢的
服饰产品，让传统苗绣焕发新生，成为热门
品牌。
　　“苗绣都是深藏在大山，难为外界知晓。
加上现代生活的冲击，愿意学习苗绣的年轻
一代正在消失。”他说。
　　他认为，商业化是一条路径：既要通过商
业化让苗绣创新融入现代生活以获得更好生

存，又要让商业化带来的财富促进苗绣等手
工艺更好地传承。
　　“新媒介为传统苗绣提供了展示舞台，同
时也让更多人看到，古老的苗绣在今天不仅
依然有价值，也有市场、能赚钱。”他说。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带动，阿新把获得的
订单交给两三百位黔东南苗族绣娘，让她们
利用农闲时间专注于刺绣。她们中少的每年
可挣七八千元，多的能挣两三万元。
　　“生存好了，才能更好地做好文化传
承。”阿新介绍，近年来他还参加了不少国际
时装周，其作品也出国巡展多次。但他并不
满足，还想通过参加更多巡展“把苗绣等中
国文化更深、更远地传播出去”。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罗羽）

  位于大山深处的广西融安
县东起乡崖脚村铜板屯，曾是
典型的“空巢村”，一度只剩下
6位老人留守。
  2012 年，在外务工 20 多
年的龙革雄、龙飞联、龙飞振等
人带着家人返回故乡成立合作
社，发展特色观光旅游。
  9 年的时间让铜板屯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活力重现
的铜板屯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
“网红村”，每年吸引成千上万
的游客前来寻觅乡愁。
  当年跟随父母回村的孩子
们，也和铜板屯一样茁壮成长着。
古墙旁、李树下、田野里，到处都留
下他们劳作、学习、玩乐的身影。

  上图：在广西融安县
东起乡崖脚村铜板屯，龙
璐婷、龙璐莹、龙紫贤、龙
杰（从左至右）在屋前合影
（2 月 15 日摄）。
  左右图：龙璐婷、龙璐
莹、龙紫贤、龙杰（从左至
右）在铜板屯的合影（左图
摄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
右图摄于 2021 年 2 月 15
日）。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北 京 金 中 都
遗 址 在 城 建 与 文
保中寻求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