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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周玮）“非遗名录上新
了”“欢迎来我的家乡品尝正宗螺蛳粉”“中午沙
县小吃走起”……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即将来临，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共 185 项 10 日上午一经公布，就在网上引
起热潮。家乡项目上榜，赢得不少点赞，也勾起
几多乡愁。
　　非遗源自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人民是非遗
的持有者、传承者和受益者。非遗保护以人民为
中心、保护成果惠益人民。
　　服务民生、惠及百姓，是这批入选名录鲜明
的指向。96 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 103 个项目，
如图什业图刺绣、松桃苗绣等项目列入名录。
　　近年来，许多非遗项目通过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不断融入现代生活，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出了积极贡献。沙县小吃和柳州螺蛳粉制作
技艺就是这样的典型项目。
　　沙县小吃经济实惠、方便快捷，是北方食品
制作技艺与南方饮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现今
保留的小吃品种有 110 个。沙县小吃全国门店
超过 8.8 万家，带动了数十万人就业。
　　柳州螺蛳粉是柳州这座城市的特色名片，
是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如今，柳州螺蛳粉已经
发展成为面向全国的特色产业，带动了养殖、种
植、加工以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在
解决就业、脱贫致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百姓小手艺，致富大产业。“贫困地区有着
许多具有当地特色、形式保存完好、具有重大价
值的非遗项目。”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司长王晨阳说，通过保护传承使这些孕育在
基层、扎根于群众的非遗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

富，对促进贫困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增强人民群众
文化自信都有十分积极的
作用。
　　以图什业图刺绣为例，它是蒙古族刺绣
的一种，特色鲜明，细腻质朴。在政府的支持
下，图什业图刺绣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发展。当
地累计举办刺绣培训班 100 余期，培训绣工
1 万多人，带动科右中旗 2.6 万名妇女从事
图什业图刺绣产业，2800 多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受益，人均年增收超过 2000 元。
　　与之相似的，还有松桃苗绣、湘西苗绣、
海伦剪纸、奉节木雕、坝漆制作技艺、佤族织
锦、汉中藤编技艺、维吾尔族铜器制作技艺
等，这些项目在脱贫攻坚中得到了更好的传
承和发展，“指尖力量”转化为“脱贫力量”。
　　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有关部门支持
各地设立各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超过 2000
家，带动数十万人就业增收。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深入开展非遗保
护传承，挖掘和合理利用非遗资源。目前，建
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认定非
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
　　与此同时，“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

“非遗购物节”“我们的节日”等活动广泛开展，
非遗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曾热衷过“洋节”的年
轻人领略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戏曲进校园、进
乡村让学戏、懂戏、爱戏的人越来越多，节令饮
食、中医养生、传统体育渐成时尚……越来越
多非遗项目融入生产生活，为新时代提供新
能量。
　　全面小康，非遗同行。新时代，文化自信
留住老手艺，编织新梦想。

全面小康，非遗同行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温竞华）从曾经的收音机、
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是
家里的“四大件”，到如今

的智能高清电视、智能空调和扫地机器人进
入寻常百姓家；从电报、电话、拨号上网，到万
物互联各项智慧应用轮番登场，百姓生活的
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民生获得感与日俱增。
　　北京市民李淑明刚刚在敬老院度过了
88 岁大寿，因防疫要求不能到场的女儿一家
和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一家，通过视频通话
在“云上”为她庆祝了一个热闹的生日。
　　“每天都和孩子们、老友们在手机上见
面，一点也不觉得距离远。他们还给我发了红
包，我想买点啥，扫一扫就付钱了！”日常交
流、支付、看新闻、下棋……现在李奶奶每天
都放不下她的手机。
　　移动通信、飞机高铁让天涯若比邻成为
现实，智能设备、大数据一张网让生活更便捷
智能，远程会诊、医疗仪器为生命救治带来更
多可能……科技的飞速发展，带动一幅全面
小康的新图景徐徐展开。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疫苗研制项目
随即启动，2 个月进入临床研究，4 个月开展
紧急使用，11 个月附条件上市，新冠疫苗研
发跑出加速度，目前已有 7 个疫苗在国内获
批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促进接种提速，助
力早日构筑“免疫长城”；
　　在广西贵港，基础教育阶段全覆盖的智
慧教育“同步课堂”让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下沉
到乡村，“教育鸿沟”日渐缩小，大数据分析还
为 80 余万名学生提供“私人订制”的精准辅
导，帮助老师“对症下药”；

　　时值“三夏”，丰收的喜悦洒满金黄的麦
田。河南周口，现代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黑
科技”、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千里之外也能

“手机种地”；山东济南，北斗导航代替农机手
成为收割机的智慧“大脑”，无人驾驶作业更
精准高效。
　　从吃饱到吃好，国人的每一碗饭中，也饱
含着浓浓的科技“味”。一批批科技工作者扎
根田野，矢志创新，不断培育出产量更高、品
质更优的粮食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十三五”期间，高产抗病早籼稻
品种“中嘉早 17”年推广达 800 万亩，“中单
808”连续多年成为西南地区主栽玉米品种，

“中黄 13”成为近 30 年来唯一推广面积超
亿亩的大豆品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呼唤，也引领着科技
发展的方向。回溯近年来国家科学技术奖的
获奖榜单，从创建肺癌微创治疗体系到突破
制浆造纸水污染过程控制技术，从花卉繁育
栽培到传统特色肉制品工业化生产……民生
创新接连涌现，科技真正造福于人。
　　过去一年，“嫦娥”奔月、“天问”探火、“奋
斗者”号深潜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惊艳世人，
在这片土地上，崇尚科学的氛围日渐浓厚。5
月底，一年一度的科技活动周在全国各地同
步举办，“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模型、仿生机
器狗、服务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普展
品刮起“最炫科技风”，吸引更多民众尤其是
青少年爱上科学、向往科学。
　　更便捷的智能设备，更优质公平的教育
医疗，更放心的食品药品，更宜居的环境……

“医食住行”的点滴变化间，科技腾飞的翅膀，
正稳稳托起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小康里的“科技味”

感 受 小 康

新华社记者任沁沁

　　去追，看似辽远的梦；去摘，遥不可及的星；
去走，通向光明的路。于是，梦想照见现实，星辰
照耀大地，人间不同往昔。
　　真理伴随新生，浸入一个民族的灵魂与血
脉。时间之河川流不息，甘甜的味道历久弥新。

（一）甘霖

　　百余年前，民族困厄，苍生落难。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
政府主义、实用主义、三民主义……无数仁人志
士艰难求索，却撞得头破血流。
　　“诸路皆走不通了。”
　　黎明的前夜，历史等待擎火者。
　　 1920 年早春，浙江义乌的闭塞山村，阳光
照进破旧的柴屋，29 岁的青年陈望道，沉浸于
翻译工作，不觉中，“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
很甜”。
　　半年后，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印刷
出版，如闪电刺破暗夜，火种撒向人间。苦难深
重的旧中国，久旱逢甘霖。
　　精神之甜、信仰之源，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的革命先辈，送来了绝望中的希望，指明了蒙昧
中的方向。
　　由此产生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担民族
复兴历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
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应运
而生。

（二）信仰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
话，为人类求解放。
　　它带来的，不仅是系统、科学、正确的理论
体系，还有精神力量、价值引领，为中国革命的
胜利铸了魂。
　　因有信仰，而生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立下以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志向，筚路蓝
缕、风雨兼程，带领人民不断铸就去实现民族复
兴的伟大业绩。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 0001
号文物———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
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1927
年 4 月 28 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
钊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
绞杀。临刑之际，李大钊没有犹豫，更没有畏惧。
他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慷慨赴义，年仅 38 岁。他
在《狱中自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钊自束发受
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

励行其所知”。
　　无数革命者牺牲自己，却把光洒在后来
者的身上。革命先驱的理想信仰，来自理论的
坚定，来自真理的求索，来自人民的立场。
　　为了信仰，是可以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
党的入党誓词中说：“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永不叛党。”这就是信仰的宣示。
　　历史沧桑，民心至上。人民，是百年大党
的初心所系。从一成立，党就到基层群众中
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这是中国以往任
何政党没有做过的。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
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恒定的目标，不变的初心，远大的抱负，
坚贞的信仰，奋斗的自觉——— 没有人能随随
便便成功，但是有了这些，求索的味道又怎能
不是甜的？

（三）飞跃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
起来，不断结出甘甜硕果。
　　一个古老民族的容颜焕然一新且日新
月异。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毛泽东登上天
安门城楼，按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中高高升起。
新中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
此开启了新纪元。
　　从一大时的 50 多名党员，到如今有
9100 多万党员的泱泱大党；从一穷二白发展
成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旧中国，到消除人类
最大的绝对贫困群体，走向全面小康、共同富
裕的新中国；从封闭僵化、饱受欺凌，到海纳
百川、拥抱世界，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神舟”飞天、“北
斗”组网、“嫦娥”探月、“蛟龙”入海、“天眼”巡
空、“天问”探火……一代代中国人艰辛探索，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迈向未来步履矫健。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从未如此之清晰。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
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
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四）前景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成功的实践样本，中国
正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动力、厚植丰腴土壤。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保持在大约 30% ，在新发展格局下，一个不
断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有望对世界经济作
出更大贡献。
　　踏上新起点，未来无限。
　　到本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发表 200
周年之时，也正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
　　彼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
好前景会更加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
　　彼时，最好的赞美仍莫过于——— 嗯！真理
的味道非常甜。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 真 理 的 味 道 非 常 甜 ”
看 百 年 大 党 的 理 论 自 觉

百 年 容 颜

  这是 6 月 11 日拍摄的陈望道雕塑。当日，陈望道雕塑在上海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揭幕。这尊雕塑还原了陈望道在工
人夜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时的情景，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设计创作。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记者赵文君、戴小
河）从过去的“马班邮路”
到如今的无人机送快递，
从手写收件人名址到电子
运单普及应用，从人工分
拣到机器人自动分拣……
近年来，我国邮政快递业
实现量质齐升，以年均
50% 的行业增速，成就了
世界第一。

  杨梅乘无人机

“出山”

　　炎炎夏日，杨梅迎来
丰收时节。由于季节性强、
易腐烂，杨梅的运输保鲜
一直是困扰种植户的难
题。在浙江温州，当地传统
杨梅运输模式是上午采
摘，然后存储在山顶仓库，
下午再统一运输下山，耗
时较长。
　　针对杨梅寄递特点，
顺丰提供了基于无人机的
物流运输解决方案，让杨
梅乘无人机“出山”，将传
统运输模式的 2 小时缩
短到 8 分钟。杨梅搭载无
人机下山后，直接被送入
预处理中心，通过分拣、预
冷、包装、一件代发等全链
条服务，实现了实时采摘、
极速运输、全程温控。这一
物流解决方案在增强寄递
时效、提升杨梅品质方面
实现了跨越式进步，有效
降低了人工成本。
　　今年 5 月以来，各地
特色水果相继进入成熟
期，生鲜水果的寄递需求明显增长。国家邮政
局统计，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农村地区快递
包裹揽投量超过 3.8 亿件，同比增长超过
三成。

助力假发产业“出圈”

　　在河南许昌，假发制品已卖向全国，甚至迈
出了国门。
　　圆通河南许昌分公司有关负责人张跃介
绍，在河南许昌周边的村镇，一多半人都在做假
发生意。比如，有工厂专门购买假发原料回来做
分拣初加工，也有工厂专门接一些手工活，缝制
假发上的卡子、裁剪假发……涉及假发产业链
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
　　早在几年前，圆通就在各乡镇布设网点，并
鼓励各乡镇网点采取“流动车进村”的方式，每
天定点到各村收派快件，为散落在各乡镇的中
小假发商家发货提供便利。在一些假发产业集
中的村子，圆通的大货车每天都会进村，将做好
的假发打包发出。
　　张跃说，圆通河南许昌分公司深耕假发产
业运输多年，可以说，每 10 顶从许昌发出的假
发中，就有 3 顶是通过圆通发往全国的。今年
的“6.18”电商大促，预计有数万顶假发制品通
过圆通发出。
　　我国坚持以发展农村邮政、快递服务为主
攻方向，不断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通过
开展空白乡镇局所补建、快递下乡、建制村通邮
三大工程，构建起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网络体
系。目前，我国农村 100% 的乡镇已建有邮政局
所，100% 的建制村实现了直接通邮，97% 的
乡镇有了快递网点。

服务能力大幅度拓展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快递进村在助力农产
品出村方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2019 年 5 月，菜鸟网络开始在农村布局

“共同配送”项目，整合了零散的物流企业，搭建
了数字化物流体系，建立了县、镇、村三级配送
体系。
　　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是最早落地这
一项目的县域之一。通过“共同配送”，不仅在农
村布局了快递收发网点，更为农产品进城提供
了渠道。
　　在新平县农产品核心产区，菜鸟网络建设
了占地 3500 平方米的产地仓，农产品不需要
历经上百公里转运到城市发货，可以就地实现
加工、配送、销售。以新平县水塘镇的产地仓为
例，形成了日产 8 万单、加工 350 吨的产能，相
比之前将农产品运到昆明加工，每单至少节省
了 3 到 5 角钱。此外，菜鸟网络还为当地引入
了电商渠道，不但解决了农产品“产、运”问题，
还解决了销售问题，形成了“产运销”一体的供
应链体系。
　　当前，我国快递日均业务量超过 2.66 亿
件，日均服务用户超过 5 亿人次，行业服务民
生作用更加凸显。随着快递寄递网络继续深入
城乡，还有面向国际的揽收、处理、运输、通关、
投递的能力大大增强，正在实施的快递进村、快
递进厂和快递出海工程的加快推进，覆盖范围、
服务能力将得到大幅度拓展，给百姓带来更加
便捷的消费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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