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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武汉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检
查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慰问一线防控人员。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和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依法科学加强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采取更细致、更深入、更扎实的举措，全力
遏制武汉疫情扩散蔓延，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孙春兰考察了武汉天河机场出入口检测点，
实地了解通风消毒、体温检测、口岸卫生检疫等情
况。在湖北省疾控中心，她与防控人员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病源检测、疫情报告、科研攻关、应急物
资储备等情况，听取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工作汇
报。她强调，武汉疫情的防控关系整个防控全局，
当前疫情传播还没有阻断。湖北省、武汉市各级
党政干部必须落实责任、担当作为，集中精力落实
最严防控措施，优化和提高防控效率，坚决防止疫
情向其他地区扩散。

孙春兰强调，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首诊负
责制，查病源、堵源头、严隔离、防扩散，不能有任
何疏漏，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内防扩散、
外防输出。要集中定点医院、优秀专家、有效药

品器械，坚持中西医结合，优化临床诊疗方案，尽
最大努力救治患者。要严格落实防止院内感染
的各项措施，高度重视医务人员的安全防护，做
好医疗资源配置、人员轮班值守等工作，保护好
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确保以饱满的状态抗击疫
情。要做好药品、消毒、器械等防控物资的储备
供应，最大限度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活动，加强预
警监测，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公开透明发布疫情，
及时解疑释惑，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维护社
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保证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健
康、祥和的春节。

孙春兰在武汉考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压实责任 严格落实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1月22日晚，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来到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看
望正在辛勤排练的演职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慰
问和美好祝愿。他勉励大家坚持正确的创作导
向，悉心打磨、精心排演，全力打造一台情意满
满、笑声满满、深受群众喜爱的高水平春晚，为

海内外中华儿女送上精品荟萃、精彩纷呈的文化
盛宴，营造共圆小康梦、欢乐过大年的浓厚
氛围。

经过精心筹备和多次彩排，本届春节联欢晚
会已经准备就绪。整台晚会突出时代性、人民性、
创新性，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呈现形式新颖多样，
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艺术展示事业发展日新月异、

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生动场景，形象表达全球华
人思乡爱国、心心相依的深厚情怀，激发全国人民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力量。晚会设立
河南郑州分会场、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突出展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粤
港澳大湾区蓬勃的生机活力，共同呈现四海同春、
举国同庆的节日气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准备就绪
黄坤明看望慰问演职人员

春节临近，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车水马
龙。在此举办的第十三届新春年货博览会
上，人群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购年货场
面热闹喜庆。

“年货会上转一圈，东西都买全了，尤其
是洋年货品种越来越多，准备做一桌‘洋气’
年夜饭。”趁着倒班休息空闲，市民闫丽约上
好友一同前来备年货。在新春年货博览会
上，500余家企业的上万种商品同台展销，让
乌鲁木齐市民开启一站式年货采购模式。

俄罗斯糖果点心、哈萨克斯坦蜂蜜、斯
里兰卡红茶、法国和意大利红酒……记者看

到越来越多的洋年货正进入百姓家。洋货
街是年货博览会力推特色展区，来自21个
国家与地区的60多家品牌企业参展，让各
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全球购”，在传统佳节
中感受舌尖“新味道”。

不同于都市“洋气”的年货市场，新疆各
县市举办的年货节“土味”更浓。

年货节上，来自吉木萨尔县、奇台县、福
海县等地的400多家商户带来的熏马肉、糕
点、木雕、绣花鞋等特色产品吸引游客驻足购
买。拉雪橇、滚铁环、听新疆曲子、品美食等丰
富文娱活动，让游客感受特色乡村年味。

新疆：

“洋气”十足“土味”更浓
本报记者 马呈忠

随着春节脚步越来越近，江西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消费市场热闹异常，市民们纷纷走
出家门购买年货。

近日，记者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各大商
场、超市看到，处处洋溢着节日气氛，肉、禽、
蛋、菜、粮、油供应充足，消费者络绎不绝。

在万达广场的华润超市，南来北往的货
品一应俱全，满足了市民不同的购物需要。

“苹果、梨、橙子和砂糖橘卖得最好，这些水
果老少皆宜，价格实惠，消费者接受度高。
而车厘子等进口水果价格与平时基本持平，

也越来越受市民欢迎。”超市工作人员介绍，
随着春节临近，水果销售势头喜人。“价格实
惠、货品充足，很多商品打折力度大，算下来
甚至比平时还便宜。”市民雷香推着满满一
购物车的商品笑着说。

红谷滩新区各大餐馆饭店的年夜饭也
几乎预订一空，一位难求，特别是一些老字
号的本土餐饮店尤为受到市民欢迎。“过年
本土菜更适合一家人聚餐，不用操心众口难
调。”市民胡淑芬告诉记者，她在去年11月
份就提前订好了年夜饭。

江西：

年货购销两头旺
本报记者 刘 兴

春节临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蔬菜水果专区生意十分火热。北方过年，饺
子馅里韭菜是必不可少的，韭菜也就成了市
场里的畅销货。来自河北唐山、固安和秦皇
岛等地的韭菜，只一会儿工夫就拉走了几
车。从北京昌平蔬菜批发市场来的袁先生，
每天都要来新发地批发蔬菜，为了春节的供
应，他这几天可是忙坏了。

“1月17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
价是2.61元/公斤，比上周同期的2.53元/公
斤上涨3.16%。但后期走势基本平稳，只

是略有波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统计部部长刘通分析，由于整个冬季基本
上属于暖冬，目前南方产区的蔬菜长势良
好，除了豆角类蔬菜供应略显偏紧以外，大
部分蔬菜的供应都好于去年同期，也使得
今年腊月蔬菜的价格基本上保持低位运行
的态势。

刘通介绍，今年春节较往年提前一些，
因此消费旺季也有所前置。在节日效应的
带动下，黄瓜、蒜苗、胡萝卜等蔬菜都出现一
定涨幅。但春节过后，价格也会同步下降。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2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
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时代
深入推进全党自我革命的行动纲领。要认真学习领
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不移把政法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
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任务提供有力保障。要
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两
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要坚持政治监督抓在经
常、严在日常，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融合，
把党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要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
腐，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执法司法等突出问题。要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
事，强化监督制约和制度执行，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
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效能。要推动中央政法相关单位
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组织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会议要求，要扎实做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
作，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营造安定祥和的社
会环境。

赵克志、周强、张军出席。

郭声琨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

坚定不移把政法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为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于也童 解
园）“过年啦，贴花啦，满窗子，都红啦。”孩子们
清脆的儿歌声中，农历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在这个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中，沈
阳、大同两座古城的人们贴春联、逛大集、舞狮子、
办年货，在对传统文化习俗的传承中，找寻着浓浓
的年味儿。

鳞次栉比的摊位，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摩肩接
踵的人群……农历腊月二十八一大清早，沈阳市
沈北新区蒲河大集上已是一派热闹景象。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在春节前忘却工作的繁忙，赶一场大
集，感受传统节日中那份来自故乡的人间烟火气。

蒲河大集历史悠久，是东北数一数二的大集，
每逢公历的2、5、8为集日。冻秋梨、冻豆腐、冻豆
包……得益于东北得天独厚的冷自然优势，蒲河
大集上随处可见各种“冻货”。

“买点咱家的冻梨，把‘离’冻住，团团圆圆过

大年。”卖“冻货”的摊主热情地朝记者吆喝，“吃之
前你得先拿凉水给它泡软乎喽，然后咬一口，那可
是既解酒又解腻。”

手工编织的篮子、晒成干儿的野菜、颜色花哨
的大花被面儿，这些原本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都
能在蒲河大集中找到，勾起人们内心一抹温情，更
让浓浓的年味儿弥漫开来。

“这里能买到很多超市里没有的东西，赶个大
集才叫过年。”家住沈阳市皇姑区的崔琳告诉记
者。记者留意到，他手里的购物袋里装着一个葫
芦做的水瓢。“这东西现在不好买啊，是大葫芦切
的，葫芦寓意‘福禄’，用它舀包饺子的面粉，才算

‘福禄双全’。”崔琳说。
蒲河大集上热热闹闹，而几乎在同一时刻，山西

古城大同和阳门上的大红对联也正式揭开“面纱”。
古城门迎新气象，赢得现场围观人群阵阵喝彩。

“御水悠悠述古都旧事，和阳昊昊开时代新

元。”这副饱含美好祝福的对联出自大同十九中语
文教师齐桂林之手。“贴对联是春节中仪式感最强
的民俗了，没想到我的作品能被选中贴在古城门
上，我特开心。”齐桂林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丰富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大
同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大同古城城门春联。这一活
动吸引了千余名楹联爱好者参加，最终评选出17
副获奖作品，其中3副作为代表挂在和阳门、清远
门和武定门。

“古城墙是大同的城市记忆，书法艺术是经典
的中国文化，二者的结合不仅是对文化的传承，也
是对城市记忆的丰富与加深，人们总觉得年味儿
淡了，其实是因为传统节日期间传统文化的缺失，
造成了人们心灵上的落差感。”中国书法协会会员
李渊涛说，“这次活动就是一场年味儿的回归与复
兴，让人们在参与中品味年味。”

今年是魏碑研究院举办“迎新春魏碑书法展”
的第6个年头，展出的50余幅书法作品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驻足观赏。“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古城
大同年味儿越来越浓，厚重之中散发着活力。

“年味儿”在哪里？也许就在乡土大集上独具
韵味的“烟火气”里，在古城城门上火红的对联里，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里，更在每一个团聚家庭的欢
声笑语里。

品味古城的年味儿
——来自沈阳、大同的现场报道

记者日前来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
茂村，只见家家户户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活动广
场上热闹的腰鼓声，将小山村烘托出浓浓年味。
柏油路、小青瓦、转角楼、白粉墙、雕花窗……在蒙
蒙烟雨中，一切显得那么恬静、柔美。

花茂曾名“荒茅”，荒田遍地，茅草丛生，
是一个贫困村。近年来，当地通过开发陶艺制
作、古法造纸等10多个体验项目，大力发展红
色游、田园游，村容村貌、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

在雅致的花茂人家小院，记者见到热衷挖掘
古法造纸传统技艺的张胜迪。构树皮造纸是当地
传承千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濒临失传。
2016年7月，张胜迪在花茂村租了几栋民房，寻访
熟悉古法造纸传统技艺的老艺人，复活传统工艺，

尝试添加新元
素。“公司前期
已投入70余万
元，现有从业人

员5人。”张胜迪告诉记者，目前，镇、村两级正在帮
助他规划建设原料基地、生产区和体验区，预计可
实现年销售收入600万元，解决就业50人以上。

“乡愁文化是人们对原生态生活的一种怀念
和向往，更是对健康的追求。要让游客感受传统
文化的熏陶，在游玩之后能记住一些东西。”张胜
迪说。

“以前哪里有柏油路啊！都是泥巴路，晴天满
身灰，雨天满身泥。烧制的陶罐都要靠人肩扛背
驮运到山外去卖。”在花茂村陶艺馆，馆长母先才
感慨道。

今年49岁的母先才13岁时就跟随父亲学习
土陶制作技艺，经年累月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在当
地土陶业界小有名气。以前母先才制作水缸、盐
罐、酒瓶等土陶，月收入才4000多元。最辛苦的

是烧制。烧一窑，要干柴20吨，五六人三天三夜
不能休息，所有人浑身上下都是漆黑的烟灰。污
染严重不说，残次率高达20%。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
下，母先才将土陶加工作坊从40平方米扩大到
400平方米，添置了电窑、电动陶轮，准备大干一
场。前来体验陶艺制作的游客络绎不绝。尤其是
周末、节假日，游客在馆里排起长队。大人收费20
元，小朋友收费10元，一天能收入几千元，顶得上
他过去一个月的收入。用电窑烧陶，不仅环保、省
力，而且良品率高达99%。现在，母先才年收入达
30万元。原计划需要20年才能还清的80万元负
债，两年就还清了。

如今，花茂村群众利用闲置房屋开办乡村旅
馆7家、农家乐12家、土特产品店8家，真正吃上
了“旅游饭”。2019年花茂村接待游客195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达5000万元，带动贫困户从事
旅游服务业64人，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荒
茅田变成了美家园，贫困村变成了幸福村！

贵州省遵义市花茂村发展特色旅游——

荒茅田变成美家园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徐晓燕 王新伟

北京：

蔬菜市场采购忙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见到最多的一个字
眼恐怕就是“茶”字。街道上，茶楼、茶店、茶
馆随处可见；入景区，岩茶、茶村、茶农比比
皆是。武夷山有茶叶企业4560家，25万人
口中涉茶人数约占50%。

隆冬时节，武夷山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
时候。然而，茶叶市场的热度却丝毫不减。
在武夷山，茶叶店是不打烊的，无论多晚，只
要有人造访，老板都会热情地招呼他们坐
下，喝茶聊天。

32岁的谢禄光11年前来到武夷山做
茶叶生意。如今，谢禄光自己开了茶叶店，
在武夷山落下脚跟。他还创立了自己的品

牌“岩曲峰”，客户遍布全国各地。
晚上10点多，刚吃完饭的谢禄光还在

忙着包装茶叶。“临近春节了，这几天生意很
好，有时一天就走了两三百斤货。今天也不
错，下午一位深圳的老客户紧急从我这订了
80斤红茶。”谢禄光笑着对记者说。

御尚北苑是一家专门经营武夷岩茶
和红茶的门店，老板江牵玉告诉记者，她
家也是以批发为主，每年一到采茶季，订
单多得都数不过来。“好产区、好品质、好
工艺的茶叶，不愁卖。”江牵玉说，再干几
天就要过节了，忙活了一年终于可以好好
休息几天了。

福建：

武夷茶店不打烊
本报记者 常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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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广州市黄沙水产品批发市场，市民正忙着采购海鲜。节前，螃蟹等水产品供应
充足，价格稳中有升。 本报记者 庞彩霞摄

孙春兰在武汉考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