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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驻四川部队某基地官兵

（详见第四版
详见第四版）
）

习近平向香港大埔重大交通事故遇难者
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表示慰问
李克强张德江也表示哀悼和慰问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2 月
10 日 18 时许，香港新界大埔公路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公交双
层 巴 士 失 事 侧 翻 ， 造 成 19 人 死
亡、60 多人受伤。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予以
处置。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
地，
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
看望慰问部队官兵，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全体解放
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习近平来到
某基地发射场听取情况汇报。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事故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第一时间了解有关伤亡和救助情
况，指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负
责人向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转达他对
此次事故遇难者的哀悼、对遇难者
家属及受伤者的亲切慰问，并要求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力做好遇难
者善后、受伤者救治及其家属抚慰
等工作。习近平还对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及时开展有关应急处置工作
予以肯定。
李克强、张德江也请中央政府
驻香港联络办转达哀悼和慰问。

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12 日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贵国一架客机坠毁，
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幸遇难。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乡村要有人情味 但不能背人情债
乔金亮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
地，
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
看望慰问部队官兵，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全体解放
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是习近平同科
技人员亲切交谈，
询问他们的科研工作和生活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驻蓉
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官。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发展历程情况，对基地为中国航天事
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亲切接见基地所属有关部队
副团级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定
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念，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创
造更多中国奇迹。要强化打赢本领，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化战法训法
研究探索，提升航天发射和作战能
力，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为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提供坚
实支撑。要强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
转型发展，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
力，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保持国
际竞争主动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抓好各级党组织建
设，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全面从
严教育管理部队，确保部队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2 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
雷霆万钧之势拔地而起，将北斗三号
卫星成功发射到浩瀚太空。基地官
兵牢记习主席嘱托，实现了筑梦九天
的又一次胜利进军，向祖国和人民送
上了一份特殊的新春祝福。
12 日下午，习近平在成都亲切
接见了驻蓉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
建制团单位主官，
同大家合影留念。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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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著名归侨、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
家，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

罗豪才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著名归侨、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
家，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国
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罗豪才同志，因病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 9 时 02 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 83 岁。

新华社发

有序地忙碌着，习近平很关心北斗三
号卫星发射任务准备情况，特意来到
这里看望大家。看到习主席到来，大
家非常激动，全体起立，报以热烈掌
声。习近平同工位上的官兵一一握
手，同科技人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
每名同志的科研工作和生活情况。
听到大家扎根山沟、献身航天，取得
多项发明专利，习近平露出赞许的目
光。习近平了解了卫星发射准备工
作，叮嘱大家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将至，习近平对基层官兵十
分牵挂，
他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部队，
向官兵及其家人致以新春祝福。海水
拍打着礁石，溅起浪花朵朵。习近平
同西沙某测控点官兵通话，海岛环境
能不能适应，过年准备得怎么样……
习近平问得很具体。得知岛上驻防条
件比较完善，
春节期间安排了包饺子、
卡拉 OK、棋牌和球类比赛，习近平很
高兴，叮嘱要安排好节日期间战士们
的生活，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滨海某发射测试站椰风习习，部
队官兵精神抖擞在发射塔架下列队集
结，通过视频向习主席拜年。习近平
向他们表示感谢，勉励他们牢记肩负
使命，
锐意改革创新，
争取更大成绩。
离开指挥大厅，习近平来到一处
技术厂房，通过展板详细了解基地

情，反而加重了人情负担。礼金最
后大多都耗费在酒宴、鞭炮和堂会
上，每个家庭事实上都成为人情往
来的输家。
应当看到，
正常的礼尚往来无可
厚非，
毕竟人人会遇红白喜事，
家家
都有人情往来。但借
“人情”
之名行
大操大办之事却要不得。礼金本是
亲友间沟通情谊、
传达祝福的手段，
只有量力而行，
不拘形式和数量，
做
到务实方便，
将真情包裹其中，
才能
让
“份子钱”
送得舒心、
使得开心。
乡村要有人情味，
但不能背人情
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天价彩礼，
反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要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传统礼俗和
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
告诉群众
什么是提倡的、
什么是反对的。推动
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约束村民
攀比炫富、
铺张浪费的行为。当然，
这不能只靠行政命令，
既要引导党员
干部带头减少铺张浪费，
杜绝无事整
酒，
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又要
借助农村红白理事会、
村规民约的力
量，
让村民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
从沉
重的份子钱当中解脱出来。

罗豪才同志遗像。

新华社成都 2 月 12 日电 （记者
李宣良 李国利） 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
总 书 记 、国 家 主 席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 近平 10 日来到驻四川部队某基
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看望
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
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和新春祝福。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
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
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高履行使命任
务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和风
送暖，
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下午4时
许，习近平来到某基地发射场。他一
下车，就前往发射工位。高大的发射
塔架巍然伫立，十分壮观。习近平边
听介绍，
边看发射场布局说明图，
详细
了解发射场结构功能，不时询问有关
问题。工作人员介绍三号发射工位功
能齐全，可以发射多种型号火箭和航
天器，
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
习近平点头称赞。不远处的二号发射
工位已执行数十次发射任务，按计划
将于近日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指挥大厅内，基地官兵正在紧张

万元、18.8 万元甚至更高价码。因
为彩礼过重，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了
因婚致贫的现象。
再说繁多的人情礼金。很多人
感叹，
传统以情感互动为基调的
“送
“今天一桩人情，明天一桩人
情”，
变成了
“送钱”
为主。花样名目
情，过年尽是走人情”。春节临近， 繁多，从传统的升学宴、生日宴，到
不断加码的人情债让有的人对回村
高考失利有“安慰酒”、小孩子没出
心生恐惧，对回乡望而却步。近年
生有“保胎酒”，你方唱罢我登场。
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少农村
标准也日渐提高，很多人感叹，100
婚丧嫁娶讲排场、人情往来比阔气
元、200 元早已拿不出手了。项目
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地方天价彩
剧增，
礼金暴涨，
让农村家庭在人情
礼 、攀 比 人 情 礼 金 等 不 良 风 气 盛
上的开支越来越大。部分农民举债
行。人情往来成了人情债，一些农
送人情，
影响了生活质量，
更丧失了
村的风俗渐渐变了味，天价彩礼让
发展的精气神。
人直呼“娶不起”，名目繁多的礼金
大操大办现象之所以在不少农
让人
“还不起”。
村盛行，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人际
先说天价彩礼。有些地方彩礼
交往中，一些人算起了人情收支的
讲究“万紫千红”，即人民币紫色的
“经济账”，
看到办酒席可以赚钱，
就
币种一万张，
红色的币种一千张，
合
想方设法找名目办酒席。而多数家
计 15 万元；有的地方要求是“一动
庭为了平衡收支，也会隔一两年就
不动”，
“ 一动”是中高档轿车，
“不
找一个人情名目办一场；另一方面
动”是城市房产；有的地方流行“三
也 是 所 谓“ 面 子 ”在 作 祟 ，你 摆 15
斤”，
即三斤重的百元大钞。据部分
桌、我要 20 桌，把办得隆重排场当
省份调查，农村多数家庭娶媳妇的
作孝心、
爱心的体现。然而，
互相攀
彩礼是 12.8 万元，并已经出现 16.8
比非但“攀”不出孝心、
“ 比”不出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