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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莲雾，边上的那株是散尾竹，
这块区域栽种的都是南方水果花卉。一
会儿我再带你们去看人参果和巧克力口
味的小西红柿。”23岁的藏族姑娘潘多
是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
民，目前在日喀则珠峰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博览园农展厅做负责人。“我现在的生
活就像展厅里的花儿一样鲜艳、水果一
样甜蜜。”潘多说。

潘多告诉记者，在她幼年时，父亲因
病去世，母亲独自一人拉扯她们姐妹
俩。初中毕业后她先后做过建筑小工、
餐馆服务员。那时候只要能挣钱，多脏
多累的活都干。

由于学历低，也没有技术，潘多的
收入一直不稳定。性格要强的潘多意

识到，单凭打零工很难带着家人过上
好日子，四处打工的经历也让潘多深
感掌握一门技术十分重要。2017年3
月，潘多主动来到日喀则珠峰现代农
业科技创新博览园学习技术。最开
始，对蔬菜种植一窍不通的她只能做
一些除草之类的简单工作。“开始的时
候想学技术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
就看技术员每天都怎么管理，不懂的
就去问。后来技术员见我对种植管理
技术感兴趣，就开始系统地教我。”潘
多回忆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刻
苦学习，潘多熟练掌握了多种果蔬种植
管理技术，被提拔为园区农展厅负责
人。“刚来的时候每月工资有3000元，学

习掌握技术后工资每年都在增加，今年
每个月工资有5200元。”工作离家近也
不耽搁照顾家人，潘多对目前的生活很
是满意。

尝到了学习果蔬种植技术给生活带
来的甜头后，潘多还动员了邻居大姐边
巴普赤来园区工作，手把手地教她技
术。“在这边工作，家里农活一点也没耽
误，每个月还多了4200元的工资，能不
开心嘛。”边巴普赤一边维护滴灌设施一
边说。

今年5月，潘多第一次邀请家人参
观她所工作的农展厅，和青稞、油菜打了
半辈子交道的妈妈确吉看着满园色彩鲜
艳的果蔬花卉后惊叹不已，但更让她骄
傲的是这些果蔬花卉的管理者是自己的

女儿。
为了让妈妈每天都能看到五颜六

色的花朵，潘多还尝试着扦栽了多种
花卉养在自家小院的露台上，看着焕
然一新的阳台，确吉脸上有掩饰不住
的得意：“还是女儿有见识，去学了一门
技术，这小康生活就得靠自己的双手去
创造。”

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潘多对未来
有许多新打算：“去年家里添置了电冰
箱、洗衣机等家电，现在我正筹划着用积
蓄重新修建一处钢筋混凝土的住房。还
有就是跟着技术员老师尽快学习掌握防
治病虫害的知识，然后承包一个温室大
棚自己经营。相信我们家的生活会越来
越好。”

技术打开幸福生活之门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贺建明

传唱爱国歌曲、灯光烟火表演、体验红色旅游、开
发国庆美食……在新中国成立71周年之际，各地按照
中宣部部署，深入开展“倡导国庆新民俗、打造爱国活
动周”活动。连日来，伴随着各地群众积极响应，“十
一”黄金周正逐渐成为亿万百姓广泛参与的爱国活动
周，广大群众在一系列国庆新民俗中，厚植家国情怀、
共庆新中国华诞。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
鸽……”10月1日上午，辽宁沈阳，三万面五星红旗飘
扬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沈阳中街，伴随着这首《今天是
你的生日》，1500余名来自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商
圈的群众代表挥舞着国旗边走边唱，拉开了“祖国万
岁”大型快闪活动的序幕。

9分钟的快闪活动让参与者们激动不已，沈阳市
民李绅微说：“1500多人共舞一面旗、同唱一首歌，用
深情的歌声向祖国献上美好祝愿，令人无比动容。看
到祖国日渐强大，我充满自豪。”

一次次快闪，向祖国献上最深情的祝福；一场场灯
光秀，营造出“家国共团圆”的节日氛围。

“妈妈给我拍张照！”以广州塔上亮起的巨大国旗
为背景，一名小朋友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留下了开心
的笑容。在广州“城市客厅”花城广场，以“盛世华诞，
荣耀中华”为主题的灯光秀在珠江两岸上演，国庆黄金
周期间，游客纷纷来此观赏，共同感受节日气氛。

灯光秀画面里，有抗疫医护人员坚定的身影、有寓意
着丰收喜悦的麦浪、有象征团圆的月饼和嬉戏的玉兔……
在广州塔旁，1000架无人机联袂闪耀夜空，举目仰望，璀
璨的灯光照亮珠江两岸，“山河无恙”“万家团圆”等字样徐
徐变幻，在灯火辉映中表白祖国母亲，祈愿家国梦圆。

最具“烟火气”的国庆祝福，蕴藏于最接地气的民
俗活动。

国庆节当天，一场小雨让西安气温骤降，但一碗
碗“长安臊子面”让西安饭庄内处处洋溢着温暖。“过
生日讲究吃长寿面，今天是新中国的生日，我们大家
一起吃碗‘国庆面’，共同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店
长吴学梅忙里忙外，边说边为顾客送上精心准备的
臊子面。

不仅是西安，“国庆吃面、国泰民安”新民俗活动在
多地纷纷开展，“国庆面”成为今年黄金周餐饮市场的
一道热门美食。“我们用吃‘国庆面’这一简单仪式，表

厚
植
家
国
情

乐
享
新
民
俗

—
—

各
地
广
泛
开
展
﹃
倡
导
国
庆
新
民
俗
、打
造
爱
国
活
动
周
﹄
活
动

达对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吴学
梅说。

涵养家国情怀，汲取精神动力。
国庆期间，不少红色旅游景点，成为人
们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
游客排起长队，身着红色背心的志愿
者们在引导宣誓、讲解党史等岗位上
热情服务，努力提升参观体验。

学习红色历史，是不少参观者共
同的目标。在展厅二楼的缅怀墙前，
来自辽宁的李亚文正带着读小学的儿
子瞻仰一张张烈士遗像。“展览和讲解
的内容都很丰富，氛围庄重又温暖，特
别有收获。”李亚文说，希望孩子从小
学习艰苦奋斗的品质，通过参观红色
地标，汲取更多成长的正能量。

在湖南宁乡市花明楼景区，以家庭
为单位出游的游客占了多数。“这是我
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作为在红色教育
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我和妻子特意来湖
南感受红色文化，希望沿着先烈的足
迹，追寻红色记忆。”刘少奇故居前，来
自江苏南京的游客王先生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小小志愿者，我希望能
让游客了解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
我自己也应该好好学习，发愤图强，长
大以后为国家做贡献，使祖国越来越
强大。”花明楼景区小志愿者刘晰说。

各地线下活动丰富多彩，线上活
动同样精彩纷呈。

国庆期间，2020年北京市东城区未
成年人“向国旗敬礼”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如火如荼，目前已有近14万人参与，家
住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金鱼池中区的
高二学生张绍伦就是其中之一。通过网
络，张绍伦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心声，成为
第108665位“向国旗敬礼者”。

“这次网上签名寄语活动在未成年
人群中掀起了爱国热潮，借助这样一个
爱国主义教育平台，有助于青少年传承
红色基因、培养爱国情怀，引导他们从
小立志向、有梦想，努力成长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天坛街道党
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镇华说。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2020年，一个特别的年份：疫后重
振，浴火重生，山河无恙。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一个特
别的假期：国庆中秋，同庆同圆，家国
安康。

10月1日至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澎湃
新闻、现代快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
推出“坐着高铁看中国”主题宣传活动。
据统计，网上相关报道近10万篇次，系列
直播平均单日全网阅读量超过2亿次。

心安处是故乡，行进处是中国。
直播报道、纪实故事、景观航拍、大小

屏融合……各种报道形式异彩纷呈，报道
内容鲜活生动，借铁路线串联起经济社会
发展的地理线和动人暖心的故事线，展示
历经风雨磨砺出的民族自信心、精气神。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这是温暖的中国故事

破晓的曙光照耀大地，一列列动车组
鸣笛启程，迎着朝阳驶向前方。

1日清晨，各路记者从各地出发，踏上
京广线、沪汉蓉线、武广线，向着“英雄城
市”武汉进发。

武汉火车站，一场不期而至的“快闪”
在这里亮相——“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
稻花香两岸……”熟悉的旋律响起，旅客
们纷纷停下脚步。

“我家就在岸上住”——志愿者华雨
辰来了。疫情期间，她当过测温员、搬运
工、方舱播音员……如今，她作为孩子们
的音乐老师，用歌声传递爱和责任。

“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
方”——“人民英雄”张定宇来了。虽然身
患渐冻症，但他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

央视直播的镜头中，一个个熟悉的面
孔、一句句振奋人心的歌词、一双双湿润
的眼眸，大家挥舞国旗、共同唱响同一个
旋律，致敬每个“为武汉拼过命”的人，致
敬英雄的城市，致敬我们的祖国。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是国内疫情稳定
以来的第一个长假。

央视新闻的一句“嗨，朋友！我们一
起‘回’武汉”，让许多人热泪盈眶。

“看一看武汉的樱花，吃一碗热干面，
再看看自己的战友与患者”，是现代快报
直播间里援鄂医护者们共同的心愿。

“出发去武汉！重回抗疫一线感受英

雄城市”，在澎湃新闻的镜头下，上海市援
鄂医疗队队员纷纷为武汉送上祝福：“听
闻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愿
你越来越好。”

“高铁南都号”上，广东援鄂医生带着
特产重返武汉……

时光没有忘记——
仅仅几个月前，这座千万人口城市关

闭离汉通道；4万余名医务人员星夜驰援；
14亿中国人众志成城……

在这场没有先例可循的大考中，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中国交出了令人赞
叹的“答卷”——

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

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
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

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
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历经几场
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
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
金秋时节，武汉站人流如织。当熟悉

的画面再次出现，所有人都意识到，平稳
安乐的日子来之不易。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
么都可以豁得出来！”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
样说。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共产
党始终不渝的承诺，也是中国抗疫斗争的
制胜法宝，而这八天长假焕发出来的活
力，正是对这份承诺的兑现。

坐着高铁一路行进，呼啸的列车迸发
前进的力量，3万多公里高铁线路记录奋
斗的轨迹。高铁飞驰，涌动的正是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

披荆斩棘、克难前行，
这是震撼人心的中国力量

“坐着高铁看中国”，透过八天八线，
一个跃动激情的中国和千千万万个奋斗
的人生精彩呈现。

10月7日央视成昆铁路直播中，有这
样一座“悬崖车站”震撼人心。

这座名为沙马拉达的小站，是成昆铁
路上条件最为艰苦的高山小站之一。它
孤零零地伫立在半山腰，背后就是悬崖

深谷。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

就是这样一个曾被外国专家称为修筑铁路
禁区的地方，中国人在1970年建成了成昆
铁路。近1100公里、30多万人参建、2000
多人牺牲，横绝之地得以开出坦途。

贵广高铁“83.3％路段处于桥梁上或
隧道中”。作为我国首条连接大西南和大
湾区的高速铁路，它将贵阳到广州的通行
时间从20多个小时缩短到最快4小时。

——“中国高铁为什么这么快？”
——“尽量走直线。”
——“高铁遇到山怎么办？”
——“打隧道、建桥梁。”
直播中，记者用最平实的语言向公众

解释，为什么中国高铁可以“这么快”。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高铁

奇迹背后的奋斗精神，早已深深植根于中
华民族的基因里。

12年前，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
开通运营。如今，一列列动车组穿梭江南
水乡，蜿蜒岭南山川，驰骋东北雪原……
路网越织越密，交通四通八达。

坐落在长春的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
司，是“复兴号”“和谐号”高铁列车的“出
生地”。

坐上哈大高铁，中车长客股份资深设
计专家乔峰十分自豪，他和同事们一起，
在高寒高铁列车技术攻关中，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突破。

哈大高铁全线地处高寒地带，为确保
列车运行安全，专家会同中国铁路沈阳局
等单位，不仅对哈大高铁使用的动车组进
行多项防寒技术改造，还设置了道岔融雪
装置，研制了针对动车转向部位的自动融
冰除雪设备。

如今，通过不断技术创新，中车长客
的产品已出口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动车组制造为龙头的轨道列车制造产
业，已在吉林省隆起一条坚实的产业带。

坐着高铁看中国，体会中国变迁，感
受中国力量。

截至2020年7月底，中国铁路营业
里程达到14.14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
铁3.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经济发展、城市融合，
流动中国尽显复苏活力

今年国庆中秋8天假期，全国接待国

内旅游人数预计达5.5亿人次。10月1日
当天，铁路以1509万人次创疫情发生以
来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黄金周，历来是观察中国经济的
窗口。

“当人们挤进火车，拥挤在古老的庙
宇中以及做其他许多国家人民仍然只能
梦想的一切事情时，这是迄今为止表明
中国从疫情中复苏最清晰的信号。”

关注今年中国国庆假期，美国《纽约
时报》如此评价。

高铁，无疑是这一切变化的载体。长
假期间，上亿人次乘坐高铁出行，飞驰出

“中国速度”。犹如高铁，“中国号”列车快
速复苏，疾驰如箭。

直播镜头里，从杭州到黄山，从千
岛湖到富春江，杭黄高铁不仅成就了

“黄金旅游线”，还催生了沿线水下摄影
师、渔夫模特、星空摄影师等“新鲜”
职业。

在中国农业主产区的皖北、豫东地
区，如今正是丰收时节。商合杭高铁通车
之后，昔日的劳务输出大区旧貌展新颜，
越来越多在外的当地人回乡创业，致富的
劲头越来越足。

“假期人虽然多些，但高铁方便，相
聚团圆、友情和商机都在高铁的站点之
间。”南京南站工作人员许慧玲见证着高
铁线上人与人的交往与城市之间的
融合。

作为京沪高铁五大枢纽车站之一，南
京南站平时日均发送旅客量约10万人
次。在这个枢纽站，下了地铁上高铁，换
乘全程最多不过8分钟。以此为中心，高
铁4小时内可达北京、上海、杭州，这个压
缩时空的旅游圈、经济圈、朋友圈为城市
发展带来了活力。

中国社会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迸
发活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期发
布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3％，
但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正增长，并为世界经
济复苏提供机遇。

一站又一站，一程又一程。“中国号”
列车穿越四季，无惧风雨。

坐着高铁看中国，人们看到的不只是
祖国的壮美河山，也是经济复苏的勃勃生
机、政通人和的气象万千，更是一次读懂
山河何以无恙的豪迈旅程。

文/新华社记者 樊 曦 齐中熙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行进中读懂山河无恙，奋斗中实现家国梦圆
——“坐着高铁看中国”大型主题宣传活动侧记

10 月 7 日，空中俯瞰河北
邯郸新近建成开园的园博园美
景。中建二局土木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等建设单位采取生态修
复技术开展综合整治，打造园
博园核心文化游览区、生态湿
地保护区等 7 大功能区，使原
来的垃圾场、废弃地变成了大
花园，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场
所。 史文哲摄（中经视觉）

垃圾场变身

大花园

本报深圳10月8日电 记者杨
阳腾报道：“2020礼享罗湖”系列促消
费活动今天面向在深个人发放1000
万元“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每
个红包金额为200元，红包数量共计
5万个。据悉，本次活动也是数字人
民币研发过程中的一次常规性测试。

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具有币值稳
定、安全性特征，其主要定位于M0

（纸钞和硬币），等同于现金。据了解，
该红包采取“摇号抽签”形式发放，在
深个人可通过“i深圳”活动预约平台
登记申请抽签，中签后根据中签短信
指引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开通

“个人数字钱包”后，即可领取“礼享罗
湖数字人民币红包”。该红包可于10
月12日18时至10月18日24时在深
圳罗湖区辖内已完成数字人民币系统
改造的3389家商户无门槛消费。

深圳试水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徐
琦报道：近日，2020山东文化惠民消
费季暨第四届滕州书展在山东省滕州
市举行。

2020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暨第
四届滕州书展以“快乐阅读·健康生
活”为主题，开设主会场和分会场，通
过“现场展”和“线上展”两种形式呈
现。在主题活动区，举办读者才艺展
示、读书人风采沙龙、惠民文艺展演
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图书展销

区，集中展销 220 多家出版机构的
100 余万册精品图书。同时，举办

“网上逛书展”活动，市民可下载滕州
市融媒体中心“上善传媒”手机APP，
在网上逛书展、购图书、看直播。

滕州是全国文化先进市、中国书
画艺术之乡。近年来，滕州持续推进
书香滕州建设，24小时自助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建成运营，镇街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极大地满足
了群众文化需求。

山东举办文化惠民消费季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江浩
报道：由中铁十七局承建的山西太原
市最大规模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太
原老军营小区一期改造工程近日主体
完工。据了解，这是山西省首个引入
社会资本参建的老旧小区节能改造
PPP项目。

这一工程由中国铁建投资建设，
一期改造工程总建筑面积约41万平
方米，涉及117栋居民楼、363个单

元，改造完成后将惠及7000多户、两
万余名居民。工程于2019年7月开
工建设，预计今年底竣工交付使用。

据中铁十七局集团老军营小区改
造指挥长王峥介绍，按照75％节能标
准，他们对117栋居民楼进行了节能
改造。改造后，将彻底改变原来墙体
透寒、不节能等问题，为我国在最新
75％建筑节能标准下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提供经验。

太原最大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主体完工


