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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漓江泛舟赏甲天下山水，在三娘湾
海域邂逅中华白海豚，在北海涠洲岛来个

“鲸喜”偶遇……你更爱哪一个？
　　南国四月，芬芳馥郁。八桂大地，生机
盎然。
　　 2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桂林市
阳朔县漓江杨堤码头听取漓江流域综合治
理、生态保护等情况汇报时强调，千万不要
破坏生态环境。4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西考察时指出“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
　　近年来，坐拥大江、面朝大海、密布大
山的广西牢记总书记嘱托，扎实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

  一条江：水质全国前十，广西

占其六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
　　诗人贺敬之对桂林的山山水水魂牵
梦绕。
　　“漓江的水比前些年更清了。”一直生活
在漓江边的筏工陈徐文说。在他身后，一艘
艘排筏在碧水中前行，不时可见白鹭翩飞。
　　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的漓江，也曾被
污染所困扰：采石挖砂、乱砍滥伐、工业废
水及生活污水排放……一度让漓江失色。
　　必须坚决保护好这一人间美景！大力
推进污水治理工程、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工
程等重点工程，持续开展关停采石场、养殖
场等环境治理行动，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
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系列文
件……标本兼治之下，昔日美景重现眼前。
　　作为西南工业重镇，柳州今年一季度
水质高居全国第一名。“四野环山立，一水
抱城流。”春日的柳江之滨洋紫荆盛放，和
沿线的江滨公园、窑埠古镇、江岸飞瀑等共
同打造出一条“高颜值”的百里画廊。
　　当地人不曾忘记，柳州被称为“酸雨之
都”的岁月：“车间下班后衣服上很难找到
干净的地方”“自行车放在外面很容易生
锈”……痛则思变！通过严格整治、力促工
业提质升级等举措，柳州实现了大工业与
大美环境和谐共存。
　　南宁那考河湿地公园里美人蕉花开正
艳，河水清澈。“这里空气好、环境优美，我每天
都来锻炼。”年近七旬的南宁市民唐祖东说。
　　谁会想到，那考河曾是一条“臭水沟”，
河道沿岸有 50 多个污水直排口。经过治
理，这里已初步形成“山水相依、城水相融、
人水相亲”的生态格局，并成为黑臭水体治
理和“海绵城市”建设的样本。
　　漓江、柳江、邕江同属于西江流域。广
西西江上接云贵、贯穿广西、东接粤港澳，
是珠江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西境内

流域面积约 20.2 万平方公里，沿岸有广西
约 80% 的市县和约 90% 的人口。通过积
极推进水环境治理，构建流域水污染防治
联动协作机制，确保一江碧水向“清”流。
　　生态环境部通报，在今年 1 — 3 月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
质量排名中，西江沿线 10 个市跻身全国
前 30 名，其中 6 个市跻身前 10 名。

一湾海：野性与灵性共栖

　　在北部湾这一片蓝色海湾中，处处涌
动生命的力量。
　　北海涠洲岛的居民们近年来“鲸喜连
连”——— 布氏鲸来到这里捕食，有的还“带
娃”出行。这是 1980 年以后中国近海岸发
现的首个大型鲸类种群。“调查表明，这里
的整体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广西科学院副
研究员陈默说。
　　在涠洲岛的海底修复区，人工种植的 1
万多株珊瑚健康成长，许多曾经断裂的珊
瑚已从 10 厘米长到 30 厘米。在这背后，是
一群珊瑚“奶爸”的悉心照料。科研人员在
实验室培育各类珊瑚“宝宝”，待其“长大”
后投放于涠洲岛海域。
　　钦州三娘湾碧波荡漾，一只只白色、粉
色、墨色的中华白海豚追逐嬉戏。多年前，
当地曾计划在此建设大型造船厂，但为保
护“海洋大熊猫”的栖息地，最终修改规划
并划出一条中华白海豚保护的“生命线”。
　　如今，邂逅象征爱情的粉色海豚，成为出
海游客越来越频繁的“小确幸”。北京大学科
研团队根据 300 多次出海观察和计算发
现，这一海域中华白海豚数量呈上升态势。
　　为守住一湾“净海”，广西持续推进入

海排污口清理整治，沿海城市封堵入海排
污口，还划定海洋生态红线。自 2012 年以
来，广西近岸海域海水质量持续优良。
　　“真没想到变化这么大。”今年 1 月，
坐落在北海城市核心地带的冯家江湿地公
园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在冯家江附近
居住多年的潘润莲经历过这片城市“绿肺”
昔日的窘境，“前几年有些河段周边有虾塘、
养猪场，还有排污口，气味很重。”为从根本上
改善生态，北海将曾经污水遍地的冯家江治
理升级为湿地公园。通过自然恢复和人工修
复相结合，湿地内的红树林覆盖率增加
10% ，鸟类由 2017 年的 136 种增加至
171 种。
　　“水清、岸绿、滩净、湾美”，北部湾孕育
出种类繁多的鱼、虾、贝类等海产品，也吸
引了来自各地的“客人”。这片海域有着全
国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每年都有成千
上万只白鹭前来筑巢、繁衍后代，这一生态
景观已成为北部湾一道独特的旅游风景。

一片山：绿色是最亮眼“底色”

　　“山高石多弄场深，缺土少水难生存”。
60 多年前的广西，森林覆盖率只有 23%。通
过持续爱绿护绿造绿，广西森林覆盖率稳步
提升，如今已位居全国第三位；人工林面积
逾 1.3 亿亩，居全国第一。
　　大旱来临，位于石漠化地区的村子却
水流潺潺——— 马山县弄拉屯的生态之变备
受关注。当地村民曾因乱砍滥伐品尝过生
态恶化的苦果，后来放下斧头砍刀、制定村
规民约、积极栽树育林，让“石窝窝”变为

“绿窝窝”，生态旅游红红火火。
　　经过持续科学治理，如今越来越多的

山区摆脱了石漠化这一“地球癌症”。仅
2011 年至 2016 年，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
就净减 38.72 万公顷，减少率为 20.2%。当
地还探索出“竹子+任豆”“任豆+金银花”
等 10 多种混交造林模式，建设 100 多个
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点，林下经济、生态农
业等发展势头正劲。
　　森林是我们的，也是它们的。时下，崇左
市江州区板利乡绿意渐浓，嶙峋的喀斯特石
山间，三五成群的猴子在树林中跳跃，这里
是“石山精灵”白头叶猴的栖息乐园。作为我
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头
叶猴种群数量一度锐减至 300 余只。
　　成立自然保护区、建设专属生态廊
道……在绿色中得到庇护的它们不再被打
扰，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最新数据显示，白
头叶猴种群数量已增至 1200 多只。
　　目前广西建立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224 处，总面积 220 多万公顷，约占广西国
土面积的 9.3% ，有效保护广西 90% 以上
种类的物种。
　　“嘘，别说话，鸟儿来了。”在中越边境
的龙州县逐卜乡弄岗村，农民农伟宏的身
份变成了“鸟导”。弄岗村毗邻的弄岗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是“鸟类天堂”，共有弄岗穗
鹛、印支绿鹊等 200 多种鸟类栖居。
　　提前在岩石上的小水坑旁洒下一些黄
粉虫后，农伟宏吹起了口哨，悠扬的声音穿
透密林。他能用口哨把十几种鸟的叫声模
仿得惟妙惟肖，鸟儿“随叫随到”。
　　如今，在八桂大地，生态优势已转化为
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践行“两山”理
论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记者刘伟、向志强、覃星星、胡佳丽)
      新华社南宁 4 月 27 日电

手握这个“金不换”的优势，广西这样干

这是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才乡重楼村夏日田园景色（2020 年 5 月 25 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曹祎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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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记者王子铭）新闻发布是宣传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水平，做好这项工作有助
于形成上下通达、良性互动的
社会舆论氛围。
　　近期，中宣部组织对 65
个部门、31 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2020 年度新
闻发布工作进行了评估。评估
显示，2020 年我国新闻发布
工作扎实推进，不断取得新成
效、呈现新气象。

  自上而下 完善发

布制度

　　 2020 年 10 月 30 日，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第二天，首
场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介绍和解读全会精神。
　　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
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适
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
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
安排和制度创新。
　　以此为重要标志，全国新
闻发布工作评估情况指出，
2020 年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
取得历史性进展。
　　在中央层面，国务院新闻办
全年举行新闻发布会 227 场、
各部门举行发布会 859 场；29
个部门建立并落实例行新闻发
布制度；14 个部门每季度至少
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在地方层面，各地区全年
举办新闻发布会 3489 场，普
遍制定新闻发布制度文件、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新闻发布
预案或相关文件。
　　“2020 年是对我国新闻发布工作的全面检验之年，更
是党中央加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关键一年。特别是中共
中央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党对这一工作的统筹领
导和以上率下，对各地党委指导和开展新闻发布工作具有
示范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庆安说。

联动发力 聚焦中心工作

　　 2020 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荆楚大地，蔓延波及
全国。
　　群众如何疏导恐慌情绪做好个人防护？隔离在家基本
生活怎样保障？针对一系列民生问题，中央和地方联动发
力，在新闻发布中积极回应关切、拿出实招，让人民群众吃
下“定心丸”。
　　围绕疫情防控，2020 年国新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各地区举行新闻发布会 1564 场，内容涵盖患者救治、物资
调配、交通保障、复工复产复学、科普医学知识、辟除谣言等
诸多领域，实现了信息公开透明，给人们以战胜疫情的信心。
　　紧随“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铿锵足音，中央
和地方在新闻发布中充分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介绍脱
贫进展、讲述脱贫举措、分享脱贫故事。
　　围绕脱贫攻坚，2020 年国新办举行 35 场新闻发布活
动，23 个部门、多个省份的有关负责同志出席；29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以交通运输部为例，该部门通过发布会向社会发出“小康
路上决不让任何一个地方因交通而掉队”的郑重承诺后，围绕
建设“四好农村路”这一交通运输脱贫攻坚领域重点任务，对“怎
么管好农村公路”“如何确保农村客运真通实通”等一系列热
点问题予以积极回应。
　　“针对交通运输脱贫攻坚，我们还以省部联合的方式进
行专题新闻发布，在通报整体情况的同时，邀请有关省厅负
责人讲述各自亮点，实现了联动发力。”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孙文剑说。

壮大队伍 拓展发布形式

　　在新闻发布机制不断完善、走向常态化的背景下，新闻
发布队伍也在壮大。
　　评估情况显示，各地区各部门共有新闻发言人 262
人，其中约 25% 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其余为司局级领导干
部担任；有 43 个中央有关部门对外公布了本部门本系统
新闻发言人名单及新闻发布机构联系方式；27 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7 个部门组织开展本地区本系
统新闻发布业务培训工作。
　　领导干部之外，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中有来自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有来
自一线的产业工人，有逆行出征的医务人员，有脱贫战场上的
基层工作者……
　　“新闻发布工作不是独角戏，应该更加重视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让多部门、多平台、多群体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增进社
会的良性互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周庆安说，新闻发
布工作不仅是新闻发言人或者发布单位自己的事，只有全社
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才能使这项事业更上新的台阶。
　　在发布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新闻发布形式也愈加
新颖。
　　各部门各地区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特别是新媒体手
段，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以上海为例，2020 年上海加强探索创新，不断强化新闻
发布的柔性表达，拓宽多渠道传播。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新媒体平台“上海发布”已入驻微博、微信、抖音、喜马拉
雅等 13 个新媒体平台，围绕政策解读、形象推介等内容，充
分运用 H5、短视频、动画、图解等新媒体手段实现多元化传
播，催生了大量“爆款”产品。
　　业内专家表示，新闻发布工作的提质增效，离不开发布
话语体系的转变和技术手段的创新。借助新媒体手段和现代
化传播方式，使新闻发布工作的话语体系在新的舆论环境中
接受检验、改革完善，才能使之适应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环境。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切 事

　　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行程满满。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毛竹山村、
漓江阳朔段、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柳州
螺蛳粉生产集聚区、广西民族博物馆……
　　一个个考察点紧扣乡村振兴、生态保
护、改革创新等关键词。
　　这一次，我们换个视角，通过“小与大”

“轻与重”“内与外”“今与昔”四组关键词，
读出总书记广西之行的深意。

一、“小与大”

　　“小”是指小作物。
　　在地方考察调研中，总书记深入田间
地头，目光始终聚焦小小农作物和土特产。
　　继小木耳、小黄花等之后，葡萄进入了
考察视野。颗颗剔透新鲜的葡萄背后，串
起的是大产业。
　　总书记考察的毛竹山村通过发展这一
特色产业，在乡村“大显神通”，成为一张远
近闻名的“紫色”名片，不仅使村民摆脱了
贫困，更引领着乡村振兴之路。
　　如今，“三农”工作的重心从脱贫攻坚转
向乡村振兴，总书记多次实地察看，透露出“发
展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富民产业”是当前和

“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的理念和任务。

　　大小之间，还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重要的思想方法——— 以大兼小和以小带大。
　　 2014 年 2 月，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
访时，习近平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
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
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
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立足中国国情，擘画乡村振兴图景，精
心培育的小小“增长极”，写出“三农”发展
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以小见大”为农业
农村现代化指引方向。

二、“轻与重”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一天内连续考察
一“重”一“轻”两个产业——— 广西柳工集团
有限公司、柳州螺蛳粉生产集聚区。
　　以柳工为代表的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重”在“沉甸甸”的地位与分量；
以螺蛳粉为代表的特色食品产业，“轻”在
与民生“亲近”，体量“轻巧”融入大千生活。
　　正值“十四五”开局，总书记考察的一

“重”一“轻”共同指向了“高”，即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
　　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支撑“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制造业能不能实现由
大到强的跨越，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
　　“街头小吃”螺蛳粉摇身一变标准化产
品，这背后是工业化理念引领消费品从数
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战略性转变，从而不

断满足人们对健康、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高
品质生活需求。
　　不论是柳工的智能化、电动化、大数据
等科技应用正在让工程机械产业链“如虎添
翼”，还是建立标准体系、搭乘互联网快车、
塑造文化属性等扩大螺蛳粉的“吸粉”能力，
都在不断印证着一个道理——— 自主创新是
企业蓬勃生长之基、决胜市场制胜之道。

三、“内与外”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西民族博
物馆，参观壮族文化展，观看三月三“歌圩
节”壮族对歌等民族文化活动展示。
　　乌兰牧骑民族歌舞、古典民族史诗《格
萨（斯）尔》说唱展示、朝鲜族群众舞蹈等洋
溢着我们国家民族多样的生命力。
　　走进少数民族地区，习近平总书记总要
了解一番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在他看
来，“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
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总书记深知，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
发展繁荣为条件。”
　　对于如何发展繁荣，总书记提出“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进而
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开放是激活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把“钥
匙”。对于拥有独特区位优势的广西来说，
开放包容的向海情怀，与生俱来。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指
出“广西发展的潜力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有
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植根传统，以开放的胸襟复兴文化，深
化民族团结，广西将迈出坚实一步。

四、“今与昔”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记载着一段
可歌可泣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
的第一站，就来到这里，缅怀英雄、久久凝思。
　　历史与现实隔空相望，鲜明昭示着一个古
老民族一路走来的曲折与胜利、苦难和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红军将士视死如归、
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我们
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以史为鉴，才能做
好今天的事，走好未来的路。
　　“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
血战。”
　　战胜新长征路上的风险挑战，离不开
革命英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夺取伟大事
业的新胜利，必须矢志不渝坚持党的领导。
　　在党史学习教育开启之后，总书记首
次来到革命历史纪念地，在对历史的回溯
与探寻中，为国家踏上新征程时将要开创
的浩瀚事业，汲取持续深厚的奋斗之力。
　　“接下来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征程迈进，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加油、努力，再
长征！” 主笔：黄玥 新华社国内部出品

从四组关键词读懂总书记广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