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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西南部、甘肃东部，矗立
着一座雄伟的山脉——六盘山。其
南段称为陇山，山脊海拔超过2500
米，这里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
座高山，它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被誉为“胜利之山”。

记者来到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
县境内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拾级而上，就看到了“六盘山红军长
征纪念碑”10个镏金大字，纪念碑东
西两侧分别镌刻着毛泽东的诗词名
篇《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
山》。到这里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来自邻县泾源的惠鑫宏告诉记者，

“我带着9岁的儿子来重温这段革命
历史，希望他今后能传承发扬红军
勇于战胜困难的精神”。

让六盘山名扬海内外的《清平
乐·六盘山》，其创作过程也是一段动
人的故事。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
馆，工作人员邓彩润吟唱了一首《长
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
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
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
……”邓彩润介绍，这就是《清平乐·六
盘山》的雏形。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
到达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
休整了3天。8月17日，红二十五军
仅以两个连的兵力一举攻克隆德县
城，最后与主力部队会合，连夜翻越
六盘山，进入甘肃平凉境内。10月
5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一、三
军团和中央领导机关分左右两路进
入今西吉县境。当时，国民党军为

了堵截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
在六盘山一带设置了重兵，形势相
当严峻。10 月 7 日，陕甘支队主力
沿固原王套、后莲花沟到达六盘山，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
则向东南绕隆德县境，沿小水沟登
上六盘山。当时，毛泽东在六盘山
主峰之一的牛盘山顶饱览六盘山逶
迤雄姿，精神振奋，吟出了《长征
谣》。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小岔沟
村张有仁宅院中间的窑洞里。“当时
我爷爷和我父母接待了红军。爷爷
看到红军不扰民，就在院子外面支
一口大锅煮洋芋，并宰羊慰劳了红
军。红军在爷爷家放了 6 块银元。
毛主席就坐在窑洞的火炕上，借着
油灯的微光，写下了在六盘山顶吟
诵的《长征谣》。”张有仁69岁的孙子
张希俊说。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当年 12
月在瓦窑堡写下了以当年即兴吟诵的

《长征谣》为基础创作的《清平乐·六
盘山》。

据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
长杜彦荣介绍，1949年8月1日，上海

《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清平
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
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
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
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61年9月，应宁夏人民邀请，
毛主席书写长卷并将其赠予宁夏人
民，激励当地群众以“不到长城非好
汉”的精神建设宁夏。如今，在六盘

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纪念景点、宁
夏各党政机关及高校，都能看到《清
平乐·六盘山》。

在毛泽东写下《长征谣》之后，
红军继续行军到了彭阳县。这里，
如今广为流传着“带泥土豆”的故
事。1935年10月8日傍晚，毛泽东
到达长城塬赵家山畔、乔家渠一带
村庄。这里人烟稀少，红军进驻时，
村民早已躲藏起来。随后，村民很
快发现这支部队并没有像国民党军
队那样，横冲直撞地冲进庄里，破门
而入烧杀掠夺。

“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村民
便纷纷从隐藏处出来，招呼红军战
士。当晚毛主席就住在我爷爷乔生
魁家的一孔窑洞里。”乔生魁的孙
子乔德雄向记者介绍，由于当时红
军还没有吃晚饭，村民就纷纷拿出
土豆送到部队伙房。看到村民的
用水极为紧张，炊事班战士不忍用
水清洗，简单擦拭土豆后，便放进
锅中蒸了。“我爷爷说，当冒着热气
的土豆端出锅时，红军发现煮开裂
的土豆上还带着泥。怎么让毛主席
吃呢？正当炊事班发愁时，毛主席
已经拿起一个土豆简单剥了皮，放
进嘴里，边吃边说，‘香，真好吃！
同志们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吃带泥
的土豆，就是为了明天老百姓吃不
带泥的土豆’。”乔德雄说，这番话
语让在场的村民非常感动，红军真
的是牵挂着百姓的安危冷暖。当天
晚上，毛泽东就睡在窑洞中用案板
支起的简易床铺上，第二天就出
发了。

“《清平乐·六盘山》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人，是毛泽东留给宁夏人民
的宝贵精神财富。‘不到长城非好
汉’这一名句，已经融入宁夏人的血
脉之中，激励着宁夏各族人民为实
现中国梦而奋勇前进。”杜彦荣说。

红旗漫卷西风 长缨终缚苍龙
——来自宁夏固原市的报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崔国强

本报北京8月13日讯 记者姜
天骄报道：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最美基层民
警”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在全社
会广泛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
传活动。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活动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广泛开展“最美基层民
警”学习宣传活动，大力弘扬公安英
模精神，推出一批优秀基层民警典
型，教育引导广大民警以先进模范为
榜样，锚定锻造“四个铁一般”公安铁
军标准，立足本职、敬业奉献，全力做

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
项工作，在全社会着力营造理解支持
公安工作的良好氛围，大力唱响礼赞
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通知明确，学习宣传活动由广泛
发动、遴选推荐、展示评审、发布仪式、
集中宣传、学习实践等环节组成，突出
政治过硬、实绩突出、群众认可标准，
坚持面向基层、自下而上逐级开展。
要动员广大基层民警和干部群众积极
参与，通过组织推荐、媒体推荐、群众
推荐等多种方式，深入挖掘宣传身边
优秀基层民警忠诚履职、敬业奉献的
感人事迹，举办一系列富有仪式感、庄
严感的活动，充分展示新时代公安机
关和公安民警“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良好精神风
貌，引导广大民警不断从先进典型身
上汲取精神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实际
行动，坚决打赢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
这场硬仗。积极推动学习宣传活动进
社区、进村镇、进企业、进校园、进网
站，生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法治观念和
家国情怀，不断凝聚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按照通知部署，中央宣传部、公
安部将综合各地推荐、网络点赞和
现场展示等情况，遴选确定 20 位

“最美基层民警”，于2019年10月下
旬向社会宣传发布。

中宣部、公安部印发通知——

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借助产业援疆的“春风雨露”，
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贫困女青年麦
尔哈巴·乌拉伊木通过自学国家通
用语言、钻研纺织技术，从一名普通
纺织工成长为企业管理人员，在党
的政策和援疆企业帮助下，2018年
底实现了全家脱贫。如今，自强不
息的麦尔哈巴已成为家乡年轻人争
相学习的榜样。

23岁的麦尔哈巴是疏勒县巴合
齐乡巴合齐村人。由于父亲长期重
病，家庭贫困，2014年高中毕业的她
放弃了高考，帮母亲务农。2015年
父亲去世后，为了全家生计，她和母
亲只得在附近摘棉花、打零工。

2017 年 4 月的一天，麦尔哈巴
听说一家援疆纺织企业招工，见习
月薪1800元，转正后3100元，缴五
险还包吃住。她动心了，在母亲鼓
励下报了名。“我在农资公司干了一
年多，维吾尔族老乡们常来买农资，
但大多数人的国家通用语言不熟
练，我帮他们翻译和写字据，没想到
国家通用语言越练越好，还帮我找
到了好工作。”她说。

疏勒如意纺织有限公司运转厂
长刘娟介绍：“当时招工，面试的70
多人中不乏大学毕业生，但能熟练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较少，麦尔哈

巴学历不突出，但语言沟通能力很
好，还热心帮其他面试的人写材料，
我们决定试用她。”

进入纺纱车间，麦尔哈巴才发
现，工作最大的困难还是语言。“领
导、技工老师都是山东来的，不但要
跟他们交流，会说会写，还要迅速熟
悉智能纺纱机，掌握技术语言，跟上
生产节奏，能发现生产环节的问
题。”为此，除了每天参加业务培训，
麦尔哈巴还坚持自学国家通用语
言，买了字帖天天练习。实习期满
后，她如愿成为一名纺织工人。

从拿实习工资起，除了弟弟上
高中的生活费和到县城给自己买了
套品牌衣服，麦尔哈巴把剩余的钱
都交给母亲还债。2017年底，债还
完了，她开始为安居房攒钱。2018
年底，在政府补贴和疏勒如意纺织
公司扶贫资金支持下，麦尔哈巴家
建起了 80 平方米的安居房。与此
同时，她家还成功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
“我一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命运，但如果没有产业援疆的
好政策，我的梦想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实现。”麦尔哈巴感慨地说。

麦尔哈巴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
生活。厂里夜校组织的国家通用语
言、技能等培训，她从不缺席；她还
富有团队精神，只要有员工请假，她
就主动顶班，轮休期间家里没事她
也来加班。进厂1年时间，她就全部

掌握了前纺、后纺、包装等各车间生
产技能。

“由于表现优秀，去年11月，麦
尔哈巴被选派到山东如意集团总部
学习一个月。今年初，她被提拔为前
纺车间主任，管理的60多人的车间
各个环节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疏勒
如意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狄秀华说。

在麦尔哈巴心中一直有个榜样
——全国助人为乐模范热汗古丽·
依米尔。她说，热汗古丽初中毕业
坚持打工创业，4年就改变了一家9
口人贫穷的命运，还组织几百个南
疆妇女外出务工共同脱贫，自己也
要像热汗古丽一样，帮助更多姐妹

“站起来”。
在麦尔哈巴看来，南疆少数民

族妇女脱贫第一关就是学习国家通
用语言。“产业援疆给了很多就业机
会，只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才能胜
任，才能提高技术和效率。”为此，凡
是车间会议或学习活动，她坚持所
有人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记录。
回到家，她还辅导上小学一年级的
妹妹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如今，麦尔哈巴自强不息的励
志故事已在家乡传开了。据巴合齐
村村委会介绍，2018 年全村 1000
多名年轻人中，除了上学的，已实现
100％就业，进纺织厂工作的就有
400多人。
文/新华社记者 刘 兵 白志强

（据新华社电）

贫困女青年麦尔哈巴从纺织工成长为车间主任——

“产业援疆圆了我的就业脱贫梦”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记
者郜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13日表示，大规模恶意破坏行
为如果持续，可能将香港推向“粉身
碎骨的深渊”。她呼吁社会各界反
对暴力、维护法治，待社会恢复平静
后真诚对话、重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林郑
月娥在出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过
去一星期，大规模恶意破坏行动在
香港各区蔓延，包括堵塞铁路、瘫痪
机场、围堵过海隧道、攻击各区警署
等，使市民出行和上下班受到影响。
有人使用汽油弹、烟雾弹等升级武

器攻击警务人员，导致警员受伤。
她指出，一些人以自由或正义

的名义，但其实不断做出破坏行为，
目无法纪，损害香港法治。这些破
坏行为让香港社会陷入慌乱局面，
很多市民担心能否正常上班上学，
也有很多人周末放弃外出消费和
会友。

她批评，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
而大规模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法
机关，鼓吹仇警、黑警言论，利用一
些未经证实的图片、短片恶意攻击
警务人员，甚至将攻击蔓延到警员
家属。她强调，香港警队是香港法

治的重要支柱。这种将警方与市民
摆在对立面的做法，对香港完全没
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
开放、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会，
如果暴力持续，恐怕也将出现五劳
七伤，要复原需要漫长时间，700多
万人的安居乐业、生活稳定将无以
为继。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
慌乱、恢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让
香港经济复原，都需要首先停止暴
力。希望社会各界放下歧见，共同
反对暴力，尽快恢复秩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呼吁香港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

据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记
者周文其 丁梓懿） 七个香港航
空系统工会 13 日在香港多家报章
发表联合声明，谴责12日发生在香
港国际机场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
严重影响其他机场使用者，损害香
港的国际形象，并要求示威者停止
一切在机场的非法示威活动。

该联合声明表示，示威活动没有
向警方申请及获得不反对通知书，明
显是有违香港法律的行为，强烈要求
特区政府、机场管理局及警方以香港
市民的公众利益为依据，依法行使应

有职权和落实各项执法行动，全力使
整个社会及机场尽快恢复安宁。

联合声明强调，示威者占领机
场的行为，不但损害广大机场员工
生计，更影响香港整体经济发展，呼
吁会员、工友及广大市民不要参与
影响机场运作的行动，并旗帜鲜明
地反对和抵制一切扰乱社会秩序和
暴力的行为。

同时，联合声明呼吁参与围堵机场
行动的人士，停止一切在机场的非法示
威活动，不要再以香港的经济命脉作为
赌注，让香港社会重回和谐安宁。

13日，香港航空也在报纸上发表
声明，强烈谴责各种公然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的暴力行为，坚决支持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警队严正
执法，平息一切暴乱活动，守护香港繁
荣稳定，助力香港早日恢复安宁。

发表联合声明的七个香港航空系
统工会包括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
会、香港航空货运及速递业工会、香港
航空业总工会、香港空运货站职工会、
香港机场地勤服务职工会、香港机场餐
饮业雇员工会、国泰航空服务职工会。

据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陈帆披露的数据，香港国际机场瘫
痪一日将导致航空客运量损失近20
万人次，货运量损失超1.3 万吨，80
万人生计受影响。

香港航空界强烈谴责扰乱机场运作等恶行

（上接第一版）
随着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发

展，保供给的手段也日新月异。设
施农业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周年供
应，时不分四季、供应不断，地不分
南北、想买就有。智慧农业让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与农业密切结
合，农民在手机上就能掌握各种数
据，动动手指就能管理大田。农产
品电商让农业供应更高效，链接起
了“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收获的农产品能快速送到市民手
中。这让中国百姓的餐桌与希望的
田野直接相通。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

推动粮食价格改革、取
消农业税、建立农民种粮补
贴制度、建立健全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一系列政策制
度筑牢大国粮仓

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
新世纪以来，发布了16个中央一号
文件，从发力农业科技到夯实农业
基础设施，从推动粮食价格改革到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粮食生
产给予政策扶持。财政资金从重大
水利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到市场
体系完善、主产区转移支付等多方
面，不断多予少取。

做好“减法”。2006年起，国家
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延续2600
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 1300 多亿
元。2009年开始，逐步取消了主产
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
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

做好“加法”。建立农民种粮补
贴制度，相继出台良种补贴、粮食直
补、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

补贴政策。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
策，奖励资金规模由2005年的55亿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28 亿元，充分
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系列
创新型举措接连出台。2015年1月，
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
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这是
首部全面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安全责
任的文件。2016年1月，中央决定，
加大财政对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
贴比例，提高7.5个百分点。这是在
供给侧稳定粮食产能的创新型措
施。2019年2月，《关于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发布，首次提出
围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做好国家
粮食安全金融服务。

从减法到加法，由常规性措施到
创新型举措，大国粮食的根基日益牢
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体现在当期
的产量上，还体现在对未来产能的培
育上。目前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达到0.548，一半以上农田实现
了旱涝保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
达58.3％，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超
过 68％，农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
天”。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中华粮
仓越来越稳固，确保任何时候都能产
得出。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强

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
改革、推进土地流转、引导鼓
励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一
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型
经营主体进入农业

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
工，种粮农民呈现老龄化和兼业化，

“谁来种地”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伴随资源环境亮起了红灯，如何构建

高效的经营体系摆在人们面前。
从统到分，再由分到合。新一轮

土地制度改革让地不再是那块地。
2014年起，中央推进承包地“三权分
置”改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截至
2018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超过5
亿亩。目前，全国有农民合作社217.3
万家，家庭农场近60万家，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36.9万个。当懂农业、爱
农村的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谁
来种地”找到了答案。他们和亿万小
农户一起，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全国小农户数量仍占农业经营主体
的98%以上。但是，一些地方却存在
着忽视小农户、过于向大的经营主体
倾斜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今年中
办、国办印发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对
扶持和提升小农户作出全面部署。
这体现了政策的平衡性，既发挥适度
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又稳定小农户
家庭经营这个基本面。

产得出，还要供得上。我国不
断进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从放
开集贸市场经营到农产品交易日益
国际化，从曾经的农产品价格“双轨
制”到如今的农产品现货市场和期
货市场并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最终引入了市场机制，给农业生产
带来深刻变化。

产量高，还要价格好。2004 年
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价格的杠杆作
用，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推动建立玉米、大豆“市场化
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按照市场
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我国逐步建
立价格低时补生产者、价格高时补低
收入消费者的机制。稳定的收益预
期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
宝。”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不
仅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也让我们更有底气应对国际复
杂环境。

突破底线的游行示威和不断升
级的暴力活动，正严重冲击香港经
济民生根基，将香港推向沉沦边
缘。少数人恶意制造祸乱，正毁掉
香港的前途和 700 万市民的福祉。
止暴制乱，刻不容缓！

12 日下午，受非法示威集会滋
扰，每天进出世界各地旅客近20万
的香港国际机场全面停止运作，当
天所有剩余航班取消。非法集会还
造成机场附近高速公路严重阻塞，
邻近机场的居民的出行亦受到影
响。激进示威者恶行再添一例。

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持续策
动街头运动，用各种手段、方式滋事
作乱，严重侵蚀香港法治与秩序，令
香港蒙羞，更让香港受害。他们的
暴行病毒般蔓延社会各个角落，让
香港陷入巨大不安之中。他们所到
之处，市面狼藉，商铺歇业，行人寥

寥。他们携带武器，打砸纵火，堵塞
干道，阻挠通勤，肆意剥夺市民正常
工作生活的权利……看到曾活力四
射的香港如今的混乱景象，关心和
爱护香港的人无不痛惜！

恶果已然显现。香港第二季度
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仅实质增
长0.6％。整体就业人数逾百万的餐
饮、旅游和零售业首当其冲，7月访港
旅客、酒店入住率均出现双位数跌
幅，近两个月来旅游业者平均收入跌
幅近八成。香港中小企业营商信心
指数已跌至三年来最低……看到曾
璀璨耀眼的香港如今的黯淡境况，关
心和爱护香港的人无不痛惜！

所有热爱香港的人不忍的，却正
是激进分子及其背后势力所追求
的。他们就是要搞乱香港，让香港深
陷“颜色革命”泥潭。放眼世界，被西
方势力“染指”的“颜色革命”地区，无

一例外陷入内战频仍、社会失序、族
群冲突、人民饱受磨难的乱局。这绝
不可以成为香港的未来！越来越多
香港市民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纷
纷站出来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发
出民意最强音——香港不能乱下去！

无耻是无耻者的墓志铭。激进
分子妄言“光复香港”，真正的图谋是
要香港“沦陷”。他们号称“革命”，根
本是要“害命”——害香港的命。这
群逆流之徒出卖香港、荼毒港人的恶
劣心性已暴露无遗。面对日益激起
的公愤，他们愈慌乱愈疯狂。这恰是
其穷途末路的“终场演出”。

尽快止暴制乱，还香港一个风
清气正、繁荣和谐的环境，守护香港
经济民生的根基，是人心所向。谁
伤害了香港，都必将接受法律的严
惩和民意的审判。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尽快止暴制乱攸关香港经济民生根基
新华社记者

掂 一 掂 中 国 饭 碗 的 成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