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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成都 6 月 1 日电（记者袁波）6
月 1 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
自治县殡仪馆，人们来到这里，对着王顺
友的遗像鞠躬、致哀、告别。
　　上午 8 时 30 分，“全国劳动模范”“感
动中国 2005 年度人物”“最美奋斗者”称号
获得者、“马班邮路”忠诚信使王顺友的告别
仪式开始。
　　现场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广场正中
悬挂着遗像和白底黑字横幅“沉痛悼念王
顺友同志”，挽联写着：马班邮路写人生，
楷模精神传千古。
　　站在广场左侧的王顺友遗孀韩萨被
儿女们搀扶着，她头微微侧着，一直盯着
遗像的方向……
　　 8 时 35 分，默哀开始。
　　王顺友的儿子王银海站在默哀人群
中，眼含泪水，王顺友的女儿王小英搀扶
着母亲，小声抽泣。
　　人们面朝遗像献花后与家属握手，有

人缓缓说出“注意身体，多多保重！”王银海
反复说着“谢谢”，王小英则泣不成声……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当地对现场人数进
行了严格控制。不远处山坡上，分散站着不
少群众，他们朝着殡仪馆方向注目。
　　 44 岁的木里县邮政分公司综合办公室
出纳蔡顺华和王顺友同村，两人有几十年的
交情。“ 5 月 29 日下午还和王顺友通过电
话。根本不相信他就这么走了。王大哥要
我听党的话，跟党走。”蔡顺华说。
　　 43 岁的木里县下麦地乡小学老师罗文
忠十分感慨：“16 岁时有次走路去木里县城
读书，第一次遇见王顺友，他把我们的书包
让马儿驮。工作后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是王
顺友亲手送来的，那时写信是与外界沟通的
唯一渠道，他是了不起的信使，我要将他敬
业、踏实、奉献的精神讲给更多的学生听。”
　　 57 岁的蔡天平来自四川省射洪市，他
本来在当地干活，“虽然我不认识王顺友，但
是听木里的朋友讲了他的事迹，让人钦佩，

我要来给他鞠个躬。”
　　殡仪馆门口还有人为群众测体温，免费
分发口罩，来自浙江省长兴县的汪俊就是其
中一位。“王顺友的事迹读书时就听过了，我
去年来木里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今天过来
帮忙，也给他献束花。”
　　王银海满含泪水：“我父亲是一个普通
的邮政职工，党和人民却给了他崇高的荣誉
和巨大的关怀。在这悲痛的时刻，我代表全
家衷心感谢大家。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努
力继承和发扬好‘马班邮路’精神，脚踏实地
工作。”
　　四川省邮政分公司总经理廖涛表示，践行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庄严承诺，王顺友同志的
一生是勤劳奉献的一生，30 多年来，他在平凡
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出了坚定的责任感、使命
感，“马班邮路”精神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告别仪式结束前，几名当地群众在遗像
前放下两束山花，其中几株索玛花儿，在阳
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红。

索玛花儿“别”样红 　　新华社西安 6 月 1 日电（记者
张斌、韩啸）距离延安城区约 45 公
里，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来自新疆
的 77 岁老人郭淑英和她 80 岁的老
伴赵振久久驻足。
　　眼前，一幅幅老照片诉说着南
泥湾的峥嵘岁月。1941 年春，唱着

“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
中央”的战歌，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士
气高昂挺进南泥湾，把荒无人烟的
烂泥滩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留下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佳话。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
唱……”尽管年岁已高，但两位老人
精神矍铄，站在这片向往已久的土
地上，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旅途轻松、景致多彩，是他们一
路走来的切身感受。“新疆过来，从
西安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南泥湾，来
之前害怕交通不便耽误行程，可这
里大路平整宽阔，出行十分便捷，抬
眼都是美景。”郭淑英说。
　　过去，从关中平原到黄土高原
都是“行路难”。南泥湾高速收费站
站长张彦龙介绍，延西高速开通前，
从西安到延安走 210 国道大概需要
10 个小时，2006 年延西高速全线
通车后，只需约 4 个小时。
　　 2016 年，延安至西安又开通一
条新高速，一老一新两条公路横跨
黄土高原地区，连接陕西关中、陕北
两大经济圈，沿途经过照金、黄帝
陵、洛川会议旧址、南泥湾等众多红
色景点，被誉为“红色旅游路”。
　　“今年‘五一’期间，南泥湾收费站高峰期单日
车流量就达 12000 辆，是平日的 4 倍。”张彦龙说。
　　不断增加的人车流量，促进了当地文旅业发
展。记者看到，中午时分，南泥湾的街道旁，旅游
大巴和私家车早已停满，当地特色的香菇面馆门
前排起了队，有的面馆一天营业额近 5 万元。
　　延安市南泥湾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折克银介
绍，路通了，当地老乡的观念也变了，办民宿、开餐
馆、出售小杂粮……纷纷融入旅游业中。截至
2020 年，南泥湾人均纯收入达 16500 元。
　　发展之歌唱响在郁郁葱葱的南泥湾，回荡在
黄土高原的山山峁峁间。记者了解到，“十三五”
期间，延安不断加大高速公路建设，全市累计续建
和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10 个近 600 公里，全市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943 公里，已经实现县县通
高速的目标。
　　延安市市长薛占海说，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健
全，延安振兴发展的根基愈加夯实，高质量发展的
步伐将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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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清晨，中国邮政
“马班邮路”的忠诚信使王顺友
归于尘土，安葬在故乡的山坡
上。连日来，他的离世引发了
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在网络上
留言，表达缅怀之情。
　　一位邮递员离世，为何如
此牵动人心？
　　他其貌不扬、不善言辞，甚
至有些木讷。他没有彪炳史册
的丰功伟绩，更讲不出舌灿莲
花的话语。因为普通，人们能
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茫茫人海中的一名路人甲，沧
海中的一滴小水珠。
　　而他又是那样不普通———
一个人、一匹马，孤独坚守 32
年邮路。他一生无数次翻越海
拔 5000 米、一年中有一半时间
被冰雪覆盖的高山梁子，也无
数次走进海拔 1000 米、最热时
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的雅砻江
河谷。他遇到过泥石流，也经
历过溜索突然断裂的危险。为
了捞起不慎掉入江中的邮包，
他能不管不顾地跳进滚滚江
水。被马踢破了肠子，也要咬
着牙坚持把邮件送到乡亲们手
中……
　　王顺友用他短暂的一生诠

释了一个人应当怎样活着——— 心怀信念、永
不放弃。他曾说，自己每次如约而至，都能让
偏远山区的乡亲们高兴好久。他不仅是“马
班邮路”的邮递员，更是党和国家的信使。
　　他用双脚走出的 26 万多公里邮路，是一
名农家少年向平民英雄升华的征途。一路铺
满的脚印，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计得失、甘于寂
寞、勇于奉献、鞠躬尽瘁的见证。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们怀念王顺友，
因为他将平凡的小事做到了极致，32 年的血
汗浇灌，在灵魂深处开出了绚烂的索玛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马班邮路”，奋斗
的征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回望百年党史，共
产党人历经磨难、乘风破浪，带领全国人民从站
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今天的我们不用再
抛头颅、洒热血，但可以像王顺友那样，扎根在
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奋发图强。
　　“马班邮路”虽已成历史，王顺友虽已离
去，但“马班邮路”精神将永远留存。青山作
证，更多的奋斗者将继承凡人英雄的精神
财富。

（记者吴光于）新华社成都 6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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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人们在木里县殡仪馆的王顺友告别仪式上排队献花。 新华社记者袁波摄

　　新华社武汉 6 月 1 日电（记者王贤）“以
前过三峡船闸等待的时间长，船员没地方去，
有时等的时间长了心里就焦躁不安；有了服
务区，不仅可以购物、健身、娱乐，还能买药、
看病，大家的心情平和了，压力排解了，像是
有个可以在水上歇脚的‘家’了。”民生轮船股
份有限公司指导船长陈利说。
　　总是漂在江上、船上冬冷夏热、新鲜菜总
不够吃、看病买药很不方便、一年到头没个休
闲放松的去处……长期以来，长江水上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滞后，被戏称为“一条没有服务
区的水上高速公路”。2019 年，交通运输部
启动水上综合服务区建设工作。目前，长江
江苏段、安徽段、江西段、湖北段基本建成 10
处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今年年底将在沿线
各省铺开，22 万多常年在长江航行的船员有
了好去处。
　　在长江首个水上综合服务区——— 三峡通
航综合服务区，记者看到 3 艘趸船一字排
开，服务区设有“船员小家”“健康小家”以及

理发室、超市、健身区等，为船员免费提供健
身、阅读、上网、影音、手机充电、信息查询等
服务；长江航运总医院在“健康小家”派驻医
生，为船员免费体检、提供基本药品。
　　记者见到“豫信货 17598”轮船员熊胜
利时，他拿着医生给的免费药品，从服务区的

“健康小家”走出。“这两天我的头一直很疼，
生怕血压又高了，医生一检查，幸好只是受了
点凉，一下子安心多了。”熊胜利说。
　　“由于长期航行在江上，船员生病就诊不
方便；有了‘健康小屋’，行船途中如突发疾
病，可以得到医疗应急救治，为后续治疗争取
时间。”长江航运总医院驻船医生康汝梅说。
　　长江南京段一派繁忙。记者乘船驶向江
心，不一会儿就看到一片由 5 条大型趸船相
连而成的“长龙阵”，这里就是兴隆洲水上绿
色综合服务区。
　　“陈船长，您的包裹到了。”5 月 28 日上
午，“河牛 61”轮船长陈华东收到了物流员王
继林送来的快递，这是 3 天前从重庆发来的

船舶配件。
　　“太及时了。”陈华东说，自从有了这个可
以填写收货地址的“家”，他与陆地上的往来
方便多了。据介绍，这个服务区平均每月能
收到 3000 多件快递包裹。
　　服务区的另一头，“华海集 66”轮船负责
人陈飞正陪着妻子在超市购物。“这里商品全、
价格实惠，方便得很。”陈飞说，“我提前预约了
免费理发，快轮到我了，我得抓紧时间过去。”
　　随着暑期来临，天一热船上的垃圾就飘
出异味，专门跑趟服务区又不划算，怎么办？

“通过江苏海事局的‘船 e 行’预约，六圩水上
绿色综合服务区就有专门的清洁船上门收垃
圾。”临时靠泊在定易洲锚地的“豫信货
11777”船船主说。
　　说话间，“京润环保 002”号垃圾回收船
驶来，污水、垃圾半小时就收集完了。
　　“船员们一年四季在水上漂，要让这个特
殊的群体也能享受到现代生活、过得有尊严，
这就是我们办服务区的初衷。”江苏海事局局

长朱汝明说。
　　此外，长江沿线水上综合服务区都设
立了党员活动室，为长江上的“流动党员”
提供生产技能培训、党建知识学习、远程互
动交流等“一站式”服务。
　　“船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年四
季在水上工作，理发、快递、看病这些陆地上
很平常的事情，却是他们经常发愁犯难的
事。”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付绪
银说，“为了解决船员们的这些烦心事、忧心
事，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交通运输部把‘加快
推进水上综合服务区建设’列入‘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清单，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几天后，长江干线又一个水上服务
区——— 如皋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将全面建
成投入运营。《长江干线水上绿色航运综合
服务区布局方案研究》提出，到 2030 年，
在长江干线布局 31 处水上绿色航运综合
服务区。一个个水上服务区，正在让长江
黄金水道更有温情、更惠民生。

给船员一个温暖的“家”
长江干线水上综合服务区扫描

　　新华社济南 5 月 31 日电（记者杨守勇、
孙晓辉）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情节一样，
在“五岳独尊”泰山周边，泰山石也一度成为

“疯狂的石头”。自“封石”以来，山东从泰山
石开采、运输、交易、存放进行全链条管控，从
源头上彻底封杀泰山石炒卖。
　　如今做苗圃生意的山东泰安肥城市兴隆
村农民陈伟，就曾做了 17 年石头生意。他
说，从经营泰山奇石到摆弄绿色果木，他经历
了转型，泰山也经历了一场从“疯狂盗采”到

“封山护石”的生态转型。
　　陈伟原来在泰安奇石大观园有个店铺，
如今这个占地 500 多亩的大市场，早已空无
一人。
　　“泰山石品貌独特，具有丰富的文化蕴
涵，已经不限于赏石文化的艺术追求。”泰山
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周郢说，像根植于泰

山文化的泰山石敢当习俗，是中国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如今不仅遍布于华夏神州，而且
远涉东南亚、日本、韩国等许多海外国家和
地区。
　　近年来，随着“稳如泰山”“石来运转”等
民间说法的盛行，人们对泰山崇拜，逐步延伸
到对泰山石的收藏和鉴赏领域。
　　受“热捧”的泰山石一度成为“疯狂的石
头”。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级调研员
姜东涛说，泰安区域经营泰山石的商户最多
时达到 1200 余家，年交易额高达 10 亿元。
暴利使得一些商家铤而走险，甚至有规模地

对泰山进行破坏，景区周边一些曾郁郁葱葱
的山体、河道一度千疮百孔。泰安市黄前镇
一名村民回忆，前些年几乎家家户户都弄
石头。
　　疯狂的泰山石“封了”。2018 年以来，泰
安市按照“禁采、禁售、禁运、禁存”的“四禁”
要求，对泰山石开采、运输、交易、存放进行全
链条管控、全方位治理。
　　外地石头运不进、本地石头运不出，泰安
对全市 93 家规模以上现代物流企业进行监
管；关闭全市所有大型奇石交易市场，取缔市
场外的小型泰山石经营户，对 5 个销售泰山

石的 App 责令下线，线上线下全面禁止；
游客如果从泰山景区捡走一块泰山石，最
高将面临 2 万元罚款。
　　 3 年多来，泰安市再未发生一起盗采
泰山石的行为，当地现存的 11626 块大型
石头也全部完成收回协议签订和建档
工作。
　　在泰山西湖南岸的泰山石敢当文化旅
游区，用于展示泰山石的项目建设正在加
紧进行。由封存的巨型泰山石建造的石林

“八卦阵”垂直耸立，山石的厚重感熔铸在
辽阔视野中，营造出绝佳的视觉效果。
　　“我这十七八亩地，主要培育皂角、国
槐、法桐等苗木，顺便种点桃树、樱桃。”在
陈伟看来，把所有的泰山石封存在泰山脚
下，保护好泰山生态，才是人们希望的国泰
民安。

疯狂的泰山石“封了”
　　据新华社广州 6 月 1 日电（记者徐弘毅）广州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6 月 1 日发布通
告，公布 38 个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封闭管理区域。
　　据通告，荔湾区中南街全域、全市所有感染者居
住和工作的 37 个疫点及周边区域严格居家，足不
出户，执行封闭管理。通告称，全市所有区域，一旦
发现新增阳性感染者，立即参照执行。
　　此外，荔湾区白鹤洞街、冲口街、海龙街、东漖
街，海珠区瑞宝街南洲名苑、沙园街中海橡园小区，
番禺区洛浦街锦绣半岛东区除封闭管理区之外区
域，以及感染者活动过的重点场所周边区域执行封
控管理，人员只进不出，严禁聚集。
　　荔湾区石围塘街、茶滘街、东沙街、花地街辖区，
执行严格的健康管理，非必要不外出，实行住家、单
位“两点一线”闭环管理。
　　广州全市除以上区域，执行此前 5 月 29 日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类防控工作的通告相
关措施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进入餐饮、娱乐
场所、室内文化体育场馆、各类市场、商场等场
所需亮码。

■聚焦疫情防控

广州 38 个区域封闭管理

　　新华社广州 6 月 1 日电（记者徐弘毅）广州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 6 月 1 日通报，5 月 31 日 0 时至
24 时，广州市新增境内确诊病例 10 例、由原已公布
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 1 例；新增境内无症状
感染者 2 例。
　　据通报，新增 10 例确诊病例和 2 例无症状感
染者中，18 岁以下 2 人，60 岁及以上 4 人。其中，
年龄最小 7 岁，最大 85 岁。
　　通报显示，新增 10 例确诊病例和 2 例无症状
感染者，均常住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中南街。
　　通报称，新增 10 例确诊病例和 2 例无症状感
染者均从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群中主动排查发现，
检测新冠病毒核酸均为阳性，即转广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隔离治疗。
　　此外，原已公布的 1 例无症状感染者在广州市
第八人民医院治疗期间，CT 检查显示肺部有炎症，
经进一步检查及专家会诊，5 月 31 日，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广州 5 月 3 1 日 1 0 例

新增病例均从密接者和

重点人群中主动排查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