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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5日讯 记者
吴佳佳 25 日从国家卫健委新闻发
布会获悉：目前我国已进入流感活
动高峰期，但上升趋缓，低于去年同
期水平。我国传染病疫情形势总体
平稳，随着学校和托幼机构陆续放
寒假，流感聚集性疫情将逐渐减少。

从全国流感监测网络对冬春季
流感病毒监测结果来看，目前主要
流行的是甲型H1N1。“今年流感病
毒流行病原与推荐接种的流感疫苗
株的匹配性非常好，我们通过对流
感病毒的抗原性监测，也没有发现
影响今年流感流行的抗原性等变
化，所以疫苗对今年流感的保护效
果还是不错的。”中国疾控中心传防
处研究员李中杰说。

针对近期舆论中有关流感疫苗
供应短缺问题，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
局长雷正龙回应称，与往年相比，疫
苗生产企业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获取
流感疫苗毒株的时间晚了两个月，因
此接种等相关工作有所推迟。但随
着疫苗陆续到位，目前供应已基本平
衡。据了解，当前已采购到位的疫苗
1426 万份，实际接种疫苗 1097 万
份，供需总体上平衡。

“当前，国家卫健委要求各地加
强药品物资保障和对病人及家属的用药指导，加强院内感染
防控，减少医院内交叉感染，为做好流感医疗救治工作提供全
方位保障。”雷正龙说。

进入流感高发期以来，“流感病毒出现变异转攻孩子脑
部”的说法流传甚广。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
局副局长郭燕红表示，今年流行的甲流仍以攻击呼吸系统
为主，主要并发症仍表现为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极少数
病人特别是儿童出现坏死性脑病等并发症。

目前正值流感活动高峰期，不少地区出现了抗流感药
物“奥司他韦”断货的情况。对此，国家卫健委提醒公众，奥
司他韦是处方药，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不建议大家随意购
买、盲目囤货。流感症状发作后 48 小时之内使用奥司他
韦，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流感诊疗中要系统规范用药，按
照相应的适应症、相应剂量和时间用药，既要防范用药不
足，更要防范药物滥用。

1月23日，记者走进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中
韩街道枯桃社区的青岛枯桃花卉交易中心，春天的气
息扑面而来：1万多平方米的交易大厅里，暖湿的空气
让人舒适惬意，各种鲜花造型各异、争奇斗艳。

“枯桃自古以养花为业，当地居民在清末时期就
把花草卖到了山东各地。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涌现出
许多养花专业户，现在我们村80%的劳动力从事与花
卉相关的产业。”青岛枯桃花卉交易中心负责人李建
胜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枯桃目前已形成科研、观赏、交
易、旅游、休闲于一体的花卉产业链，市场拥有各种花
卉近万种。2018 年，枯桃花卉相关的产业收入达 2.8
亿元。

“来我们这里买花可省事了，只要看上哪种花，会
有专人搬运装车。”徐伟家住枯桃社区，在交易中心开
了家实体店。记者看到，店内鲜花姹紫嫣红，不断有客

人前来选花。“临近春节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交易中
心负责运货的车辆有100多辆，实行一条龙服务，可以
给客户送花上门，这些便捷服务让我们的花卉销量大
为增加。”徐伟说。

一条龙服务，只是这里产业链的一小部分。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花卉产业的扩展，枯桃花卉产业
还迈向了跨区域合作。“我们在广州建设了2万平方米
的基地，专门培育花苗。”百秀蝴蝶兰种植园的店主黄
淑艳介绍，该园专门种植蝴蝶兰花，从新花研发、小苗
培育到大苗种植和市场批发，形成了产业链。她还在
青岛市城阳区建设了1万平方米的花卉种植基地——
蝴蝶兰从小苗培育到上市需要3年时间，小苗在广州基
地培育2年后，再运到城阳基地种植，成熟后在市场批
发销售。“我们广州基地有 5 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培育
10多个新品种。现在蝴蝶兰卖得特别火，来批发的客

户络绎不绝。”黄淑艳介绍。
李建胜告诉记者，全国采购正在成为枯桃花卉交

易中心的一大特色，“中心有一半以上的花卉是从全国
采购的，远到广州、昆明，近至临沂、诸城等地，都是交
易中心花商们采购的好去处”。

随着枯桃花卉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众多新型花店
不断涌现，简之花园就是一家。走进简之花园，会发现
这里的每一个花盆、每一盆花的造型都艺术感十足。

“花盆的造型、款式、尺寸和花色，是我们专门定制的，
花的造型也是我自己设计的。我们卖的就是艺术。”文
艺范十足的店主刘晓嘉自信地告诉记者，她很喜欢花
花草草，决定走个性化经营路线，没想到吸引了大批粉
丝。“我们在淘宝、微信等平台有店铺，不少客户线上交
易后，还到店里来交流分享花卉艺术。这里的市场氛
围真是太好了！”刘晓嘉感慨。

本报北京1月25日讯 记者李丹报道：随着春节
脚步的临近，全球华人共同期盼的中央电视台《2019年
春节联欢晚会》即将掀开面纱。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成立后的首个春晚，今年春晚将以“奋进新时代、欢度幸
福年”为主题，坚持守正创新，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努力营造出欢乐祥和、喜气洋洋的新春氛围，为全球华
人献上一道丰盛的年夜大餐。

相声、小品历来在春晚舞台上最受期待和关注。
2019 年春节联欢晚会语言类节目将集结全国喜剧界
编、导、演的最强阵容，紧扣民生热点，更加接地气。例
如：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交往、消费者与服务者的互相理
解，揭露市场诈骗、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品，力
求用幽默的桥段、创新的方式呈现社会热点，让观众的
笑声穿透掌声，引发共鸣。

今年歌舞类节目大胆创新，旋律优美，寓意深远。
节目组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发动广大词曲作者热情创
作，打造精品节目，推出了一批优秀节目。

歌曲节目将分为中国梦歌曲、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歌曲、经典老歌、年味歌曲，健康向上的美声、民族、
流行歌曲等类别。既有久久流传、群众基础强的经典名
曲，也有受到年轻观众青睐的时尚新曲，同时还有暖人
暖心、抒发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新歌劲曲。舞蹈方面则
汇集了年俗舞蹈、广场舞、芭蕾舞、街舞、少儿舞蹈等多
种舞蹈形态。歌舞节目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力求入脑、入
心、入情。

今年春晚的戏曲类节目，以京剧为龙头，以豫剧、越
剧、黄梅戏、粤剧等四个地方剧种为主干，以一流名家和
优秀演员为支撑，让观众在感受中国戏曲美、奇、巧、趣
的同时，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魅力和时代
风采。

本次春晚的魔术将以“融合、互动”为理念，魔术师
将通过贴近生活的日常物品，用“小而美”的表演充分展
现魔术的精彩，让观众在感受魔术神奇、魔幻魅力的同
时，传达出团圆喜庆、两岸一家亲的美好愿望。

百 年 花 乡 新 花 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科技让旅程更便捷
2019年1月25日 多云

西安站值班站长 谭仲元

今天是春运第5天，节前学生返家、务工返乡
高峰来了。这两天，到服务台咨询的旅客大多是
务工人员，而咨询的年轻人相比往年大为减少。
随着服务设施的智能化升级，年轻人都纷纷通过
微信关注“西安车站微助手”公众号，里面能给大
家提供VR实景导航进站、全程引导候车等多项
科技感十足的服务。

由于90%的旅客都是通过互联网购票，我们
对售票厅的人工窗口也进行整合，一部分售票员
成为了“线上小客服”，能点对点精准解决旅客出
行中出现的问题。“小客服”们在电脑前回答问询，
一个人可以同时服务6名旅客。

虽然在科技的助力下，乘客的咨询服务需
求减少了，但我们的其他服务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今年是我的第 33 个春运，我将努力保障
乘客“进站畅、候车顺”，帮助重点旅客顺利
上车。

温馨提醒旅客：旅客到了西安火车站可以
先安检进站，再换取纸质车票，站内换票的旅客
相对较少。此外，大家一定要看清票面信息，西
安、西安北、西安南是不同的乘车站，避免赶错
车站。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本报东莞1月25日电 记者郑杨、通讯员袁枢桦
报道：1月25日，在广东东莞市麻涌充电站举行的“电
动·擎动未来”高速公路（东莞）充电站全覆盖启动仪式
上，南方电网广东东莞供电局宣告：京港澳、莞深、莞
佛、珠三角环线、沿江高速东莞段上的厚街、塘厦、黄
江、大岭山、麻涌5个服务区充电站全部建成。这意味
着，从今年春运开始，东莞周边的车主可以安心规划跨
市的“电动出行”。

在麻涌服务区充电站，记者看到3台快充桩已投
入使用，陆续有电动汽车车主停车自助充电。正从东
莞开车返回广州家中的丁女士告诉记者，高速上有了
充电站，稍微计算一下行程，就能开车回家了。

据悉，近年来南方电网公司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目前，已在南方五省区建成各类充电站595座，充
电桩近1.8万个，覆盖南方五省区大多数地、市、县的
服务网络。该公司还积极开展电网增容改造工作，为
南方五省区5万余个公共充电桩和专用充电桩提供供
电服务，确保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充足的电力供应。

东莞高速公路：

充电站全覆盖助力“电动出行”
小叶丹：与红军歃血为盟的彝族英雄

连日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走进
天津、重庆等地。文艺工作者们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服
务人民，在寒冬时节为基层群众送文化、送欢乐，让他们
在寒冬中感受到浓浓的暖意；一系列富有“年味”“民味”

“文化味”的文化文艺活动和服务项目，营造出欢乐祥
和、喜庆热烈的浓厚节日氛围，凝聚起团结进取、奋发向
上的精神力量。

吉林省的文艺工作者每年都要下乡送戏,今年仍是
名角云集，美丽乡村处处传来叫好喝彩声。“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来到延边，用时5天，辗转3个县市
的 8 个乡镇，完成 8 场演出，为村民们送戏送春联送祝
福。国家一级演员闫淑萍、佟长江是著名二人转演员，
两位老艺术家在通化县太平村的演出赢来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我一辈子就爱听二人转，你们演的真是精

彩。”演出结束后，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与演员佟长江
合影时说道。

在延边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延边州歌舞演员们表
演的《木偶舞》《顶水舞》等节目深受观众喜爱；在珲春市
西江镇，演员左辉、冯福伟等人的演出非常精彩，左辉在
表演折叠彩棒时，邀请观众一起上场互动。“在这里演出
十分开心，观众们的热情互动也让我的表演更有激情，
希望能常来。”左辉说。

“吉林省组织文艺院团、文联协会等300余支文化
文艺小分队，到乡镇、社区、学校等地开展歌舞、二人转、
曲艺等文艺演出，将欢乐和文明送到千家万户，将党的
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吉林省委宣传部公共文化服务
处处长赵志强说。

“书法家给咱送‘福’字来了。”1月16日一早，天津

市西青区辛口镇居民孙国付热情地招呼着街坊邻里，与
大伙儿赶到辛口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这天，天津市
书法家协会“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的书法家们来到
这里，向辛口镇群众送来美好的新年祝福。

村民们捧着精心挑选的春联和“福”字，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孙国付兴奋地说：“艺术家们来了，这年味
就更浓了。艺术家心里有群众，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党对群众文化生活的关怀。”

天津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活动伊始，天津
坚持重心下移，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一线，呼应百姓期
盼，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突出特色、亮点、新意，让基层一
线真正活跃起来，让城乡群众度过一个丰富充实、年味
十足的文化年。

（综合新华社及本报记者李己平报道）

“ 寒 冬 中 感 受 到 浓 浓 暖 意 ”
——文化进万家活动深入基层互动交融

春晚，全球华人的年夜大餐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北站，民警在向旅客发放“福”字，
祝福旅客出行平安。 张 鑫摄（中经视觉）

江西景德镇昌江区民政部门将爱心鞋发放到环卫
工人手中，让他们温暖过春节。许荣崽摄（中经视觉）

小叶丹，生于 1894 年，是
四川冕宁彝族果基家支有声
望、有影响的首领。

1935 年 5 月，中央红军渡
过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
追堵拦截。为粉碎蒋介石围歼
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中
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通过彝
族区，抢渡大渡河。当时，从中
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有
两条路：一条是经越西的“官

道”大路，另一条是穿过拖乌地区的密林小道。蒋介石判断
红军只敢走大路而不敢走小路，在大路上布下重兵围追堵
截。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了避开强敌尽早
过河，决定走小路。

5月19日，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
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准备借道彝民
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在冕宁待了一天后，先遣队到了大桥镇，老百姓告诉
刘伯承，借道拖乌地区需要与果基家支的首领，也就是我爷
爷小叶丹交涉。”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说，“随后，一位在冕
宁开酒馆的汉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

5月22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由
陈志喜带路，率领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进入果基
家支的领地。

“萧华告诉爷爷，刘伯承表示过，如有必要愿意与他结
盟，并向爷爷再次讲了红军的民族政策。爷爷慢慢打消了
顾虑，随后他把刘伯承请到彝海边见面。”沈建国说。

结盟当日晚上，刘伯承将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
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赠给了果基约达，并任命他为支队
长。次日，小叶丹带红军进入拖乌地区，直到走出家支领
地，才依依惜别。而后，红军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
条友谊之路，顺利地通过彝区，迅速抢渡大渡河，跳出了国
民党军的包围圈。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小叶丹与红军结盟进行
报复和迫害，逼迫他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但小
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队旗。

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
文/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据新华社成都1月25日电）

我国农村低保标准达每人每年4833元

疫苗陆续到位，当前已

采购到位的疫苗1426万份，

实际接种疫苗1097万份，供

需总体上平衡

本报北京1月25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民政部新闻
发言人张卫星25日表示，2018年，全国所有县（市、区）的
农村低保标准均动态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截至
2018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低保对象3519.7万人，农村低保
标准达到每人每年4833元。

张卫星介绍说，去年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对象范
围和类别、简化优化审核审批程序、合理制定救助标准、拓
展完善救助方式。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特困人员 482.3
万人，全年累计支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 334.6 亿元。
同时，2018年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1074.7万人次，累计支
出救助资金12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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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易地扶贫搬迁新区村民挂花灯、唱侗歌、跳舞蹈、拍全家福，年
味十足。 龙胜洲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